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 8 月 25 日

大市導航
機械工業：工業 4.0 調研筆記及思考
系統集成適合本土企業。工業 4.0 是機械行業中未來最有長期發展前途的大板塊。2014 年海通機械
提出投資機器人行業要分辨是做機器人本體的，還是關鍵零部件的，還是做系統集成的，我們認為
機器人系統集成是留給本土企業發展智慧製造的市場，這部分的市場容量大於機器人本體許多倍，
是帶明顯工業服務性質的高端製造行業。
“工業 4.0”層次分明。目前國內的“工業 4.0”有些只是在生產線上局部或全部用機器人代替人完成
自動化的功能，有些則能做到車間級的 MES 和工廠級的 ERP 管理功能。實現數位控制功能可以是
傳統的封閉式數控系統，現在也有開放式數控系統；設備層的工業控制網路可以用現場匯流排或工
業乙太網實現；MES 系統是介於底層設備和 ERP 之間的中間層；ERP 系統是管理層，制定物料、財
務、排產計畫，企業資源計畫。
我國各企業智慧製造進展有別。階段一：半自動化屬於工業 2.0：機器換人之半自動指上料和下料
靠人，加工過程靠機器。階段二：全自動化也算工業 2.0：機器換人之全自動指上料和下料和加工
過程都靠機器，有全自動的單機設備和生產線。階段三：自動化後加資訊化算工業 3.0，比如加
MES 系統和 ERP 系統後，除物質流外還有資訊流在系統內流動。階段四：工業 4.0：強調的是集成，
橫向集成、縱向集成、端到端集成，智慧化：自我調整、自調整、自感知、自組織，從生產型向服
務化轉型。
我國目前尚無階段四屬性的供應商，號稱工業 4.0 的大部分公司尚處在階段一和階段二供應商領域，
進入階段三的都是少數。判斷供應商是否能提供到階段三的服務要看是否能解決數控系統的通信—
—目前我們所知道的是明匠智慧（號稱萬能板卡）、瑞博多（僅限 CNC box）有一定能力。
與階段四相關的伺服器硬體是華為、中興、浪潮做，Oracle 在中國做不到專案，辦公自動化是用友、
金蝶、基礎軟體是中軟在做，雲都是國內企業在做，SAP 已被清除出中國。由於階段四涉及到工業
運用方面的互聯網，既然涉足大資料和互聯網，就涉及到網路安全，在我國目前的政策下，外資公
司困境重重，華為、用友網路前景看好。
風險提示：宏觀經濟下行風險；工業 4.0 推進進度低於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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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用事業：我思故我在②：迷茫中，可在電力股裡找溫暖
第一，電力股是中報景氣度整體向上板塊，而且超預期！電力企業受電價下調和電量低迷影響，收
入一般，但中報的業績超出預期的不錯（火電企業行業利潤總額增 12%，利潤率 18%，同比增 3 個
百分點；水電企業行業利潤總額增 44%，利潤率 23%，同比增 5 個百分點）。火電企業業績增長主
要收益於煤價下跌（市場煤 15 年 H1 同比下降了近 20%，超過電價 5-10%的降幅），和裝機容量穩
健增長（同比增 6.4%）；水電企業主要受益於 14 年水電大年來水形勢不錯和裝機增長（同比增
4.5%)。
第二，電力股份紅率高兼具股債特性，股息率有保證（最高接近 4%）。
第三，電改與國改共振，電力股估值中樞在上行軌道。歐美電力企業普遍的估值在 12-25 倍，而中
國全國性的電力公司估值無論 A/H 股多數在 15 倍以下。估值差異一方面源自海內外利息差異導致
dcf 法折現係數差異，另一方面源自電煤價格體系。在海外，電價和原材料價格煤價／氣價均市場
化，電力企業盈利有穩定預期。而在國內，電價受管制，而煤價市場化，煤電聯動有漫長的滯後期，
因此電力企業的盈利預期並不穩定。我們總結了近 30 家海外電力企業的業績情況，發現美國和歐
洲電力公司的 ROE 一般在 8-12%左右，多年均較為穩定，而中國火電企業 ROE 波動極大（11－14
年平均波動的區間為 4%－16%）。因此投資者在給國內的電力企業估值時會給予一定的折扣；未
來伴隨電改帶來煤價電價共同市場化，配合國改，電力企業估值重心上移是大概率事件。
重點關注有發展前景的公司
浙能電力（核電概念：浙能與中核合作參股大量核電資產，投產權益裝機達 149 萬千瓦，在建核電
權益裝機 210 萬千瓦。
集團公司潛在 625 萬千瓦籌建核電資產有注入上市公司可能性。大量在手現金帶來裝機高彈性：公
司在手 160 億現金，可撬動 2000 萬千瓦新增機組投資，相當於再造一個浙能電力，15 年 pe13
倍）；深圳能源（董事長最近履新深圳國資委主任，碳減排+環保+非銀+電改試點多重概念）；
申能股份（集團董事長為上海前任國資委主任，看電改＋國改＋集團公司資產注入）；
桂東電力（能源互聯網＋有業績）。
風險提示：改革不達預期；經濟波動帶來用電需求增速不確定性。

揚農化工（600486）：業績小幅增長，優嘉一期開始正常生產
揚農化工發佈 15 年中報，2015 年 1-6 月份公司共完成營業收入 18.02 億元，同比增長 11.96%，實
現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2.51 億元，同比增長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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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增加，毛利率平穩。報告期內公司收入增加 11.96%，主要是子公司優嘉公司一期項目建成投
產及增加原揚農集團公司農藥業務。報告期內公司農藥行業毛利率 25.21%，同比下降 0.28 個百分
點。其中由於草甘膦價格回落，除草劑收入下降 6%，毛利率下跌 3.24 個百分點。除草劑則由於高
端品放量，收入增加 15.73%，毛利率 27.41%，同比增加 2.87 個百分點。
國內銷售大幅增加。在國內農藥市場，公司完成揚農集團與股份農藥的市場整合，理順業務流程，
同步組建農藥製劑專業銷售隊伍，加強製劑銷售網路建設，強化市場研判，抓住重點客戶，把握原
藥銷售節奏。上半年國內市場銷售 7.37 億元，同比增長 44.76%。在國際市場，公司面對諸多不利
因素影響，深化與跨國公司的合作，積極參與市場競爭，全力抓好大噸位產品的銷售，上半年完成
自營出口 10.42 億元，同比下降 3.79%。
優嘉一期開始正常生產，二期積極推進。優嘉公司一期項目已進入正常生產階段，並已完成安全、
環保、職業衛生三同時驗收，上半年實現淨利潤 7652.26 萬。公司擬實施優嘉二期專案，包括 3550
噸/年殺蟲劑、25000 噸/年除草劑和 1200 噸/年殺菌劑，項目總投資合計約 30 億元。二期專案工程
設計、行政審批等前期工作正在積極推進中，同步繼續開展了相關產品的工藝優化和清潔生產工作。
我們預計項目到 17 年初投產。
麥草畏未來兩年將快速增長。15 年 1 月美國農業部(USDA)正式宣佈解除耐麥草畏棉花和大豆性狀
技術的管制，轉基因作物推廣將驅動麥草畏需求或將大幅提升，麥草畏全球需求量預計將由目前的
1.8 萬噸爆發增長至 5 萬噸以上。預計公司麥草畏業務未來兩年將保持持續快速增長。
風險提示：下游需求低於預期。

中國建築（601668）：業績符合預期，積極佈局 PPP 以及一帶一路地區，地產銷售持續好轉下估
值有望提升
1）上半年收入同增 10%，歸屬淨利同增 16%，扣非後淨利潤同增 20%；
2）經營現金流-293 億元，較 14 年同期-326 億元，有所改善，其中 2 單季度大幅淨流入；
3）前 7 月建築新開工面積累計 yoy-30%，新簽訂單累計 yoy-3%，預計未來建築業務經營壓力較大；
4）資金面+政策面推動下，地產銷售持續好轉，前 7 月地產銷售額同比增長 20.1%，合約累計銷售
面積同增 25.8%。公司積極佈局“一帶一路”以及 PPP 項目（截至目前累計完成投資 1360 億），
預計 15-16 年 EPS 分別為 0.86 和 0.95 元，地產持續復蘇下，估值仍有望提升，“買入”評級。
風險提示：經濟下滑風險，地產銷售低於預期，開工低於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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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鋼股份（600019）：中報點評-業績穩定 後續微降
寶鋼股份上半年收入 808 億元，同比減少 17%，但營業成本 715 億元同比下降 19%，毛利率擴大約
1.7 個百分點。歸屬股東淨利潤 32 億元，同比增長 0.65%，扣非之後歸屬股東淨利潤 31 億元，和
去年持平，每股收益 0.19 元，微增 0.66%。
從財務資料看，主要是公司現金流變動比較大，經營現金淨流量下降 34%約 38 億元，除了財務公
司影響，主要是 6 月末經營性應付項目較少 8 億元，去年同期為增加 44 億元，兩者相比減少 52 億
元；投資現金淨流量大幅減少 53 億元，主要是湛江專案和購買金融產品；籌資現金淨流量增加 83
億元，主要是今年債務融資規模上升 73 億元去年為下降；其他各項財務指標均變化不大。
從公司業務分行業看，鋼鐵製造業務毛利率增加 2.5 個百分點，而化工業務毛利率減少 2.6 個百分
點。就鋼鐵製造業務來看，全線產品毛利率均明顯增加，冷軋毛利率增加 3.1 個百分點、熱軋增加
2.0 個百分點、寬厚板增加 4.6 個百分點、鋼管增加 1.7 個百分點、其他鋼鐵產品增加 8.6 個百分點。
主要原因是雖然鋼價下跌較多，但原料跌幅更深，而寶鋼產品高端，且市占率較高，有一定定價權。
上半年 101 家重點鋼企（占全國產能 80%多）主營業務虧損 216 億元，考慮折舊調整估計虧損 240
億元，幾乎是去年同期的 5 倍，但寶鋼股份一家業績 33 億元（歸母 32 億元），顯示了寶鋼股份產
品較強的競爭力。但由於寶鋼盈利的較大來請務必閱讀正文之後的資訊披露和法律聲明源是汽車板，
且汽車產量和銷售已經負增長，因此下半年可能會受到影響。
風險提示。經濟繼續減速，影響寶鋼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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