2015 年 3 月 30 日

市場回顧與後市分析
上周市場震盪加劇，雖然主機板個股輪動維持大盤強勢調整， 但成交量逐漸萎縮。終盤，上證綜指上漲了
9.0 點(或 0.24%)、而深證成指下跌了 161.4 點（或 1.27%），中小板指和創業板收盤分別上漲 1.66%和 1.40%。
板塊方面，地產股集體飆升，有 10 餘隻個股漲停。此外，建築裝飾、電氣設備、輕工製造、通信等板塊漲
幅居前，僅國防軍工、食品飲料、鋼鐵、非銀金融板塊小幅下跌。
市場關於創業板的利空消息不絕於耳，對於市場現階段行情，我們認為：
1）中小板及創業板漲幅較大，不少個股估值很高，存在調整的必要性。高估值需要業績以及公司故事的兌
現來維持股價，單純炒作個股需要消化獲利盤。2）個股投資進入深化階段，業績較好的二線藍籌會受到資
金的親睞。同時，業績反轉公司也應得到充分的關注。3）情緒是影響現在市場走勢的關鍵因素，場外資金
入場洶湧，場內投資人保持謹慎。情緒的觸發需要導火索，但是未必是可預見的催化劑。從歷史上的走勢來
看，不論是熊市還是牛市，市場在經歷強勢上漲之後，必定會出現調整，投資者不可對市場存在幻想，最難
把握的就是調整的時間點。
基於以上，投資者應保持謹慎樂觀，對於持有的漲幅過高的股票特別是融資盤小盤股需特別警惕。對市場要
保持敬畏心，不能抱有幻想。可半倉參與的板塊包大消費板塊（食品飲料、醫藥）、非銀金融等。

重要新聞
【博鼇精彩言論匯總：習近平稱中國經濟增 7%左右已很可觀】
3 月 29 日下午，博鼇亞洲論壇 2015 年年會落下帷幕。會議自 26 日開始，歷時四天。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
年會開幕式，並發表題為《邁向命運共同體開創亞洲新未來》的主旨演講。
本屆年會以“亞洲新未來：邁向命運共同體”為主題，共設置了 77 場正式討論，議題涉及宏觀經濟、區域
合作、產業轉型、技術創新、政治安全、社會民生等六大領域。區域合作話題歷來是論壇的重點，本屆年會
設置了較為熱議的亞投行、“一帶一路”、東盟共同體、東亞經濟共同體等議題。
出席本屆年會的正式代表為 1772 人，媒體 1014 人，總規模為 2786 人，來自 49 個國家和地區。
以下為博鼇論壇精彩言論匯總：
習近平提出新絲路目標：年貿易額 2.5 萬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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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主席習近平 3 月 29 日同中外企業家代表座談。習近平稱，中國將越來越開放，中國利用外資的政策不
會變，對外商投資企業合法權益的保障不會變，為各國企業在華投資興業提供更好服務的方向不會變。中國
在今後相當長時期仍然處於發展上升期，蘊含巨大內需。希望用 10 年左右的時間 使中國同沿線國家的年貿
易額突破 2.5 萬億美元。
3 月 28 日，在博鼇亞洲論壇 2015 年年會開幕式上，國家主席習近平表示，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從高
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看中國經濟不能只看增長率，中國經濟體量不斷增大，7%增速已相當可觀。

【一帶一路勾畫中國經濟新版圖四大區域板塊輪廓清晰】
國家主席習近平 3 月 29 日同出席博鼇亞洲論壇年會的中外企業家代表座談時強調，我們提出 “一帶一路”
倡議，將促進中國與沿線國家的貿易與投資，我們希望用 10 年左右的時間使中國同沿線國家的年貿易額突
破 2.5 萬億 美元 。
日前，國家發改委、外交部、商務部三部委經國務院授權，聯合發佈了《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
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負責人表示，中國將從六個方
面推進與沿線國家的合作：一是努力提高貿易自由化便利化水準；二是努力促進貿易轉型升級；三是努力加
快投資便利化進程；四是拓展相互投資領域；五是努力探索投資合作新模式；六是樹立投資合作新典範。
這位負責人說，中國將積極推動與有關國家簽署“一帶一路”合作諒解備忘錄或編制雙邊合作規劃，完善雙
邊工作機制，細化共建“一帶一路”的方案和路線圖。以此為起點，推動共建一批合作示範專案。
這位負責人指出，我們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中將充分發揮國內各地區積極性和比較優勢，將“一帶一路”
建設與國內區域開發開放有機結合起來，以沿邊地區為前沿，以內陸重點經濟區為腹地，以東部沿海發達地
區為引領，加強東中西互動合作，全面提升開放型經濟水準。

【穩增長政策工具箱即將再開啟以增加有效投資為主】
面對一季度經濟下行壓力，決策部門決心再次打開穩增長的政策工具箱。新一輪穩增長政策將主要以增加有
效投資為主，投資方向主要聚集在環保、水利、交通、通信四大領域。3 月 15 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十
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記者會上表示，我們這幾年沒有採取短期強刺激的政策，可以說運用政策的迴旋餘地
還比較大，我們“工具箱”裡的工具還比較多。
從實際操作看，地方政府出手先於中央。近日，北京市政府發佈《北京市人民政府關於創新重點領域投融資
機制鼓勵社會投資的實施意見》。該意見共包括措施 66 條，涉及生態環保、交通設施、能源設施、棚戶區
改造、新型城鎮化、社會事業、“高精尖”產業等 7 個領域 136 個示範項目，預計吸引社會投資金額將大大
超過前三批總量之和 2600 億元。3 月 26 日前後，貴州省 11 個地市集中開工了一批重大項目，共涉及投資
金額 2417.23 億元。此外，從年初召開的各省(區、市)的發展改革工作會議上看，各省份普遍強調要“突出
強化投資在穩增長中的關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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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亞偉：A 股長期投資目前具備天時地利人和條件】
在杭州召開的“2015 中國（杭州）財富管理論壇”上，王亞偉表示，A 股市場其實長期投資回報率很高，
2005 年至 2014 年的 10 年時間裡，全部 A 股算術平均複合回報率達到驚人的 22.7%！投資者對 A 股低回報
的印象，主要來自於指數編制的不合理性。堅持價值投資風格在 A 股能夠戰勝市場，價值風格從長期來說，
遠遠戰勝市場整體。A 股市場為長期的相對價值投資者提供了豐厚回報。未來幾年，如果均值回歸理論起作
用，價值投資會跑贏成長投資。
既然價值投資回報率如此誘人，為什麼價值投資在 A 股仍然是“少數派”？在王亞偉看來，這主要是因為
市場的成熟度和投資者結構有待優化，其次，上市公司治理結構也不完善；第三，與市場監管和制度建設也
有關係；第四，A 股市場原來的避險手段不足。整體上來看，價值投資的陷阱在 A 股比國外更長，在股票供
不應求的背景下，很多股票都被長期高估。
王亞偉看好長期價值投資在 A 股市場的前景，運用這種投資方法的人比較少，其潛力也未被充分挖掘。王
亞偉看好長期價值投資的理由是：第一，市場監管力度不斷加強；第二，註冊制改革以及加大退市制度的執
行力度；第三，混合所有制推進上市公司治理結構不斷完善；第四，企業經營受行政干預減少，鼓勵兼併收
購和資產重組；第五，A 股市場國際化程度加強，機構投資者更加重視長期業績回報，而且機構投資者的隊
伍會不斷加強；第六，避險工具的完善。從這些邏輯出發，王亞偉認為 A 股市場的長期價值投資目前具備
了“天時”、“地利”、“人和”的條件。

【證監會整肅“利益輸送”：兩個月抽查 200 家機構】
證監會稽查總隊針對約 200 家證券期貨機構開展的一場大抽查，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據瞭解，上海本地幾
家大型券商基本都在抽查之列。海通證券、銀河證券在 3 月 23 日-27 日當周已入場檢查完畢，而在此前一
周，國泰君安等機構均已結束現場抽查。
一位接近證監會高層人士透露，這次核查原本就是國務院牽頭佈局，最終也將向國務院匯總。5 月 15 日之
前證監會將就檢查結果形成報告上呈國務院，不僅僅是一個反腐信號，也是一次市場普查和調研。對於抽查
過程中遇到的各種法律疏漏將進行集中梳理，向國務院報送，推動《證券法》的進一步修訂和完善。
證監會人士稱，根據下發檔的時間安排：1 月、2 月，行業協會組織各家機構完成自查，3 月 15 日到 4 月
15 日為證監會現場抽查，4 月 15 日到 5 月 10 日為一些結果不佳的機構進入整改階段，5 月 15 日之前證監
會將就檢查結果成文報告上呈國務院。

通富微電（002156）：進入發展快車道，良好的產業環境有望助公司實現跨越式發展
事件：公司發佈 2014 年年報。2014 年實現銷售收入 20.91 億元，同比增長 18.30%；實現歸屬于上
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1.21 億元，同比增長 99.18%；全年綜合毛利率 19.08%，同比上升 2.5 個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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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銷售淨利率 5.78%，同比上升 2.35 個百分點。公司預計 2015 年 1~3 月歸屬于上市公司股東的
淨利潤同比增長 50%~70%。
點評：
產品結構和客戶結構優化，盈利能力大幅提升
公司前幾年為了應對無線通訊及數位多媒體領域對封裝的需求的快速增長，積極研發並佈局了 FC、
BGA、Bumping、WLP 等先進封裝產能，開始進入收穫期，2014 年效果明顯顯現。憑藉先進封裝產
能的佈局，新開拓了展訊、海思以及臺灣最大手機晶片公司等海內外一流客戶，再加上 ST、TI、富
士通、卡西歐等原有大客戶，公司已經擁有了歐美、亞太、國內三大頂級客戶群。產品結構和客戶
結構的優化升級，促進了公司毛利率、淨利率的大幅提升。我們預計隨著新客戶的放量，先進產能
的進一步擴大，公司的盈利能力仍有上升空間。
當前國內外良好的發展環境利好通富微電等國內半導體公司
1）晶片國產化保障資訊安全，上升到國家戰略高度。雖然國內半導體晶片需求龐大，但國產化比
例太小，大部分都需要從歐美日韓等國家進口，國內消耗的 80%的晶片都需要進口，尤其是高端晶
片幾乎全部進口。“缺芯（晶片）少魂（作業系統）”的局面一方面直接阻礙我國工業發展，另一
方面國外晶片製造商有可能通過在晶片中設臵漏洞竊取機密資料以及公共資訊，從而威脅國家安全，
積體電路國產化率提升迫在眉睫。今年“兩會”期間，積體電路產業首次被寫進政府工作報告，國
務院領域密集調研積體電路產業。
2）國家和各地方的扶持政策密集出臺，預計先進產能擴充、國際並購等陸續出現。目前國內積體
電路產業無論是技術還是產業規模都整體落後於海外，中國本土公司面臨著研發基礎較弱、人才缺
乏等問題，特別是 IC 設計，前期投入和風險都高於其他產業。要快速縮小與國外公司的差距，最
快捷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借助國家和地方政策扶持，實施並購重組做大做強。國際並購可以獲得技術
專利與人才，進入國際一流產業鏈。並購重組已經成為當前中國積體電路產業做大做強、產業鏈協
調發展的必然趨勢。
3）產業鏈向大陸轉移的趨勢不可阻擋。中國大陸憑藉其巨大的消費市場、相對低廉的勞動力成本，
以及國家產業保護政策，且隨著中國大陸半導體企業技術水準的提升，從積體電路設計、晶圓製造
以及封裝測試環節，半導體產業鏈從韓、台等地區向大陸轉移的趨勢愈發明顯。國外知名公司也紛
紛向內地優秀企業拋出橄欖枝，願意開展技術合作，將為國內的半導體企業發展提供強力技術支撐。
借助良好的發展機遇，公司有望實現跨越式發展。過去幾年，公司經營策略偏穩健，發展步伐偏慢，
但我們現在看到，公司的基本面正發生著積極的變化。一是經過去年的研發儲備，新產能開始逐步
釋放，新獲取了展訊、海思以及某臺灣最大手機晶片公司等大客戶訂單；二是與上前道的上海華虹
宏力、華力等組成“虛擬 IDM”，實現產業鏈合作、協同發展；三是管理層戰略開始偏向積極主動，
蘇通產業園的投資、先進封裝產能的大幅擴充、海內外高端人才的引進等方面有較大的動作。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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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和地方政策支持、產業轉移趨勢的大好形勢下，不排除公司在新的產能佈局、國際合作、外延發
展等方面有新的進展的可能，實現跨越式地發展。
公司有望成為半導體板塊的一匹黑馬，繼續推薦買入。在半導體產業轉移、國家及地方對半導體產
業大力支持的背景下，公司自身在積極尋求突破，先進產能佈局和一流客戶開拓方面都有比較大的
進展，我們認為公司未來幾年將進入快速發展通道。推薦買入。
風險提示：業績低於預期。

撫順特鋼（600399）：業績略超預期，高端產能加速釋放
事件：
公司發佈年報：2014 年營收 54.53 億元（YoY -0.13%），歸母淨利潤 4696.02 萬元（YoY102.51%），
基本每股收益 0.09 元。
點評：
業績略超預期因高溫合金快速放量，高端產能快速釋放帶來毛利率水準大幅提升。報告期內，受益
技改帶來的高端產能釋放，公司高端特鋼產量和收入快速增長，尤其是高毛利率的高溫合金產量達
到 4235 噸，同比增長 40%；同時公司逐步淘汰低端產品，使得公司在營收基本與 2013 年持平情況
下，綜合毛利率大幅提升 5 個百分點，達到約 18%，是公司業績大幅提升的主要原因。我們判斷公
司高端產品釋放加速，未來業績增長將超過此前預期。
未來 20 年我國高溫合金市場需求約 3000 億元，高溫合金產品將拉動公司業績實現爆發式增長。我
國海空軍裝備建設提速，民用航空市場需求更為龐大，艦船、發電等燃氣輪機國產化是大勢所趨，
核電亦重啟在即。我們預計未來 20 年我國高溫合金市場需求約 3000 億元。公司高溫合金產品快速
放量，2013 年產量 3023 噸，2014 年達 4235 噸，我們預計公司高溫合金產量 2015 年有望達到
5500-6000 噸，二期技改 2015 年完工後產能將達到 10000 噸。且大規模生產後毛利率將有望進一步
提升，將拉動公司業績迎來爆發式增長。
特冶二期將高端產能提升至 2-3 倍，且可大幅提升毛利率，帶來巨大業績彈性。公司的產品主要應
用於航空、航太、兵器、艦船等軍用領域以及核電、石化等民用領域。隨著我國大力發展高端裝備
製造業，特鋼下游需求量高速增長。公司高溫合金軍品國內市場佔有率達到 80%以上，高強鋼國內
市場佔有率達到 90%以上，未來將極大受益于我國高端裝備製造業大發展。公司募投項目二期技改
將於 2015 年建成，完工後，除高溫合金外，另外兩大高端品種超高強度鋼、特冶不銹鋼產能都將
提升至年產能 1 萬噸以上，且規模化生產後毛利率水準有望大幅提升。公司將突破產能瓶頸，迎接
下游巨大需求，業績將迎來井噴式增長。
5

盈利預測與投資建議。公司 2014 年業績略超預期，我們判斷公司高端產能釋放進度加速，預計
2015-2017EPS 分別為 0.68、1.02、1.36 元，給予 2015 年 70 倍 PE 估值，六個月目標價至 47.60 元，
“買入”評級。
風險提示。技改進程低於預期，軍品訂單大幅波動，技改籌資導致短期財務緊張。

比亞迪（002594）：新能源汽車龍頭，引領行業跨越發展
1、公司發佈 2014 年報：全年營收 582 億元（同比+10.1%），淨利 4.3 億元（同比-21.6%），對應
EPS 為 0.18 元。其中 Q4 單季營收 178 億元（同比+25.6%），淨利 0.4 億元（同比-49.3%），單季
EPS 為 0.02 元。
2、2015 年新能源汽車保持高增長。2014 年新能源汽車銷售 7.5 萬輛（同比+324%）。多數試點城
市地補落地，預計今年銷量達到 15-20 萬輛（同比+100%-150%）。
3、2015 年比亞迪引領增長。2014 年比亞迪新能源汽車收入 73 億元（同比+600%），銷量 2 萬輛
（同比+900%），對應市占率 28%（插混市占率 50%）。預計 2015 年銷量達到 7 萬輛（同比
+250%），對應市占率提升至 35%-50%。
4、買入評級。預測 2015 年、2016 年 EPS 分別為 1.10 元、1.20 元。2015 年是第二輪新能源汽車推
廣試點的收官之年，各個試點城市推廣進程有望顯著提速，繼續看好公司的終端表現，目標價 67
元，買入評級。
5、風險提示。新能源汽車推廣進程緩慢。

上海建工（600170）：主業平穩，基建投資開花結果，國企改革+迪士尼+券商影子股
1）扣非淨利同增 15%，符合預期，基建投資收入同增 47%，毛利貢獻率約 11%，將成為新的利潤
增長點；
2）經營性現金流-9.4 億元，同比弱於去年；3）新簽訂單同增 13.5%，省外業務拓展順利，海外業
務平穩發展。
涉及國企改革+迪士尼+券商影子股（東方證券 3.12%股權）等多重概念，建議關注。
風險提示：大盤系統性風險，業績低於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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