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 8 月 07 日

宏觀經濟
實體經濟觀察：經濟承壓，財政加碼
7 月財新 PMI 創 15 個月新低，而全國 PMI 也全面下滑。中觀行業中，地產、汽車需求低迷，鋼產、
耗煤依然負增，工業品價格跌跌不休。7 月工業經濟或難有起色。年中政治局會議已對下半年經濟
做出“下行壓力依然較大”的判斷，明確提出堅持積極財政不變調，並將其作為應對經濟下滑的主
要手段。而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推進城市地下綜合管廊建設、國開行和農發行定向發行萬億專項建
設債券，也都意味著穩增長正在逐步加碼。
需求：下游地產略回落，乘用車、家電、紡織服裝仍弱。中游鋼鐵、水泥仍弱，化工尚可。上游煤
炭弱，貨運弱。
價格：7 月百城房價繼續回升。上周生產資料價格平中有跌多。
庫存：下游地產低位，乘用車弱改善，家電尚可。中游鋼鐵、水泥走高，化工尚可。上游煤炭、有
色仍高。
分行業觀察：
下游：地產：7 月百城房價繼續回升，新房銷量增速高位回落。乘用車：7 月經銷商庫存弱改善，
第 3 周乘用車銷量增速歸零。紡織服裝：6 月庫銷比季節性回落，7 月柯橋景氣指數再下滑。
中游：鋼鐵：上周鋼價螺紋升熱板平，7 月中旬粗鋼產量跌幅擴大。水泥：上周水泥價格再度回落，
庫容比高位走平。化工：上周化纖原料價格平中有跌，滌綸 POY 庫存回落。電力：7 月電力耗煤同
比依然負增，工業增長或難有起色。
上游：煤炭：上周煤價依然平中有跌，秦皇島港口庫存小幅回升。有色：上周銅、鋁價格均小幅下
滑，LME 銅庫存升鋁庫存降。大宗商品：上周 Brent、WTI 小幅下滑，CRB 小幅震盪，美指小幅回
升。交通運輸：上周航空客運增速繼續回升，BDI 續升、CCFI 續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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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市導航
通信設備：泡沫爭議中把握確定性成長、看好數位紅利/軍工通信/虛擬實境
泡沫爭議中、把握確定性成長方向，看好數位紅利受益領域、軍工通信（北斗&海防資訊化）、虛
擬實境。
1、人口紅利、數字紅利的發展浪潮是未來行業機會的主旋律；繼續重點關注東方國信、網宿科技、
紫光股份、鵬博士的投資機會。
受 4G 手機用戶快速增長、4G 套餐資費不斷下調等影響，移動互聯網接入流量消費繼續爆發式增長；
6 月當月移動互聯網接入流量達 3.2 億 GB，創歷史新高；1-6 月累計達 16.8 億 GB，同比增長 93.6%，
比 1-5 月同比增速提升 1.9 個百分點。
2、軍工通信：北斗&海防資訊化，補歷史欠帳、打贏資訊戰的重點投入方向，長期看好；繼續關
注海蘭信、海格通信、振芯科技。
1）北斗：海格通信、振芯科技。
我們重點建議關注軍/民雙強的海格通信、振芯科技，其次北斗民用可優選合眾思壯、華力創通；
此外關注中國衛星涉及航太五院未來改制過程的資產整合機會。
2）海防信息化：繼續建議關注海蘭信，受益十三五海防資訊化大投入核心上市標的之一，受益大
規模軍用南海監聽網建設、民用海洋局島礁監控。
風險提示：大盤系統性風險。

化肥行業：磷肥出口量大幅增加
2015 年磷肥出口關稅下降，從而帶來磷肥出口量增加、出廠價格的提高以及生產企業盈利的提升。
磷肥出口量大幅增長。今年前 6 個月磷肥出口量大幅增長，磷酸一銨出口量 139.2 萬噸，同比增長
133.6%；磷酸二銨出口量 282.3 萬噸，同比增長 121.9%。在出口關稅下調帶動下，我國磷肥出口量
大幅增長。
一銨價格上漲。磷酸一銨價格由 5 月的 2100 元/噸上漲至目前 2300 元/噸，價格較 5 月初提高 200
元/噸，漲幅 9.5%，7 月一銨月均價達到 2290 元/噸，環比提高 93 元。隨著一銨價格的上漲，一銨
生產企業將取得較好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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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酸一銨庫存低位維持，主要港口庫存僅在 10 萬噸左右，處於較低水準，開工率則在 75%~80%的
較高水準。
目前一銨供需格局較好，價格有繼續維持在較高水準，建議關注相關市場企業，如雲天化、六國化
工等。
風險提示：化肥原料及產品價格大幅波動、化肥相關政策、進出口狀況。

新能源汽車產業鏈專題：下游：汽車——最早提示市場景氣突變
新能源汽車的景氣轉變，堅定推薦龍頭個股，比亞迪、納川股份、滄州明珠等。但我們認為，市場
對 2015 年的新能源汽車銷量總量有所跟蹤，然而銷量結構、競爭格局、下游需求研究不足。2015
年行業產量保持高速增長，儘管月度波動，但月度增長保持高速增長，因為 6 月是上報任務和季度
考核的截止月份，在 6 月產品高達 2.7 萬輛基礎上，7 月依然保持高產，是行業真實需求的體現。
其中 7 月產量 2.04 萬輛，同比+232%，同時，1-7 月累計 10 萬量，同比+241%，在傳統汽車銷量低
迷背景下（6 月-0.39%，1-6 月+2.18%），意味著新能源汽車需求呈現極強景氣度。根據 7 月份產量
和部分企業訂單，預計年內月銷量將穩步突破 3 萬輛。
新能車近期逆勢上沖，受牌照費大漲、限行停車優惠等，市場化推進加快。北京搖號中簽率快速下
降，乘用車已形成良性正迴圈，深圳市半年內牌照費從 1 萬上漲至目前的 3.5 萬，上海更是突破 10
萬，相關城市有望擴大新能源車牌照數量；滴滴、Uber 仍在持續創新，突破牌照壁壘，計程車、
物流車、通勤車、公車等等領域將全面引入電動車作為盈利運營資產，推動新能源汽車銷量增長持
續增長；全產業鏈高景氣持續 1-2 年沒有風險；2015 年銷量 20 萬輛，2020 年 200 萬輛，大行業五
年十倍增長，短中長期價值突出。電動運營商價值將得到市場認可。
回望 2014 年 5 月，市場低迷無處尋找確定性機遇的時候，新能源汽車率先發力，指數上漲一倍有
餘，今年的背景極其相似，去年是政策而今年是業績和景氣，更為堅定！預計板塊熱度仍將延續！
終端看，新能源汽車維持高景氣，產品加價賣：持續推薦“管廊+新能車”雙雄：納川股份、滄州
明珠，細分產業鏈的景氣龍頭：比亞迪、東源電器、松芝股份、多氟多、拓邦股份，關注萬向錢潮。
風險提示：汽車行業低迷。市場系統性風險。

南京新百（600682）：60 億收購中國臍帶血庫集團
公司 8 月 7 日公告（1）擬以不低於 60 億要約收購中國臍帶血庫企業集團（CO 集團），是目前中
國最大的臍帶血庫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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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15 年 3 月底客戶超 40 萬人，14 年 4 月-15 年 3 月收入 6.35 億元，淨利 1.07 億元，淨利率
16.35%，經營性活動淨現金流 5.95 億元 CFO，現金等 24.4 億；測算本次收購 PE 約 56 倍、PS 約 9.4
倍，若進一步剔除 CO 帳面現金、加回可轉債利息對應真實收購 PE 約 18 倍。截至 5 日收盤，CO 集
團市值 4.29 億美元，遠低於 A 股中源協和 306 億市值（15 年 252 倍 PE、42 倍 PS，預期收入 7.3 億、
淨利 1.2 億），預計公司此次收購有望進一步提升估值。看好公司在大健康產業鏈上不斷完善的雙
主業發展，臍帶血技術將與集團旗下徐州分院、養老業務深入結合，多重診療手段提升健康服務專
業化程度，塑造獨特競爭力。同時涉足臍帶血業務將積累具健康意識的優質客戶資源，深入挖掘客
戶價值。
（2）公司全資子公司 HOF 於 7 月 28 日在盧森堡交易所發行 1.75 億英鎊 2020 年到期的浮動利率債
（票面利率 3 月期 LIBOR，加 575 bps），獲得 1.25 億英鎊的定期貸款、1 億英鎊的迴圈信用貸款，
以替換 2011 年發行的 2.5 億英鎊高息債（利率 8.875%，期限 7 年）。本次債務替換有利於減輕
HOF 債務壓力，改善資產負債率及減少利息開支，測算節約年化財務費用 750-1000 萬英鎊，增厚
業績。
（3）出資 4468 萬元認購南京證券增資擴股的 745 萬股；增資完成後公司持股比例由 1.96%略降至
1.79%，但有望提升長期股權投資價值。
（4）非公開發行結果：向三胞集團以 5.7 元/股發行 1.02 億股，鎖 36 個月；公司股本由 7.17 億股
增至 8.18 億股，集團持股由 21.98%增至 31.68%。
風險和不確定性：HOF 扭虧進程低於預期；地產銷售確認進度不定；醫療業務拓展和整合進程的不
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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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檔中提到的投資產品可能不適合所有投資者，投資者自己必須仔細考慮，自己的財務狀況、投資目標及有
關投資是否適合閣下。此外，謹請閣下注意本檔所載的投資建議並非特別為閣下而設。分析員並無考慮 閣
下的個人財務狀況和可承受風險的能力。因此，閣下於作出投資前，必須自行作出分析並（如適用）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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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的表現不一定是未來業績的指標。某些交易（包括涉及金融衍生工具的交易）會引起極大風險，並不適合
所有投資者。人民幣計價股票的二手市場可能未必活躍，閣下或需承受有關的流通量風險。由於人民幣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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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產生的任何直接、間接或相應損失承擔任何責任。證券價格可升可跌，甚至變成毫無價值。買賣證券未必
一定能夠賺取利潤，反而可能會招致損失。海通國際證券及本集團的關聯公司、其高級職員、董事及雇員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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