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 2 月 2 日

市場回顧與後市分析
昨日滬深兩市繼續調整。終盤，上證綜指、深證成指、中小板指數和創業板分別下跌了 1.59%、0.87%、
1.50%、1.80%。 板塊方面，家電、房地產板塊分別上漲 0.64%、0.31%； 建築、電腦和綜合板塊下跌，分別
下跌了 3.49%、3.31% 和 2.65%。全市場共有 37 只個股漲停，7 只個股跌停。
近期影響市場的利空因素較為集中，首先，監管層反復整頓兩融業務資金杠杆問題，這必將對依靠資金杠
杆推升的權重板塊帶來重大衝擊。但從全球流動性看，國外央行不斷加大貨幣寬鬆的力度，雖然長期看流動
性壓力不大，但是市場面臨調整要求；其次，週末民生銀行與安邦保險的傳聞非常密集。撇開政治因素，上
市銀行行長因個人原因辭職，該行為本身就會對股價帶來巨大負面影響，甚至對權重股形成壓制；最後，市
場缺乏持續熱點，且炒作情緒在減弱。
綜上，我們對股指保持謹慎，市場面臨調整壓力，建議投資者降低倉位。板塊方面關注軍工以及業績增長較
為確定的二線藍籌。

重要新聞
◆ 【2015 年中央一號檔發佈 A 股四大投資機會顯現】
2 月 1 日，2015 年中央一號檔《關於加大改革創新力度 加快農業現代化建設的若干意見》正式發佈。該檔
強調要圍繞建設現代農業，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等五個方面。這是中央一號文件連續第 12 年聚焦“三農”
問題。一號檔五個方面被分為 32 個小點，首當其衝仍是糧食安全。隨著一號檔發佈，A 股顯現四大投資機
會。
糧食安全問題首當其衝：今年一號檔五方面被分為 32 個小點，首當其衝仍是糧食安全，檔針對增強糧食生
產能力提出了許多細化要求，包括永久農田劃定、高標準農田建設、耕地品質保護與提升以及投融資等等。
同時也提出，科學確定主要農產品自給水準，合理安排農業產業發展優先順序。
控源頭，加強基層農產品安全監管：對於消費者關心的農產品品質和食品安全問題，一號檔提出，加強縣鄉
農產品品質和安全監管能力建設。嚴格農業投入品管理，大力推進農業標準化生產。建立全程可追溯、互聯
共用的農產品品質和食品安全資訊平臺。強化地方政府法定職責，嚴懲各類食品安全違法違規行為。
環境問題跟農業生產息息相關：一號文件提出，加強農業面源污染治理，深入開展測土配方施肥，建立健全
規劃和建設專案水資源論證制度、國家水資源督查制度。擴大重金屬污染耕地修復、地下水超采區綜合治理、
退耕還濕試點範圍，推進重要水源地生態清潔小流域等水土保持重點工程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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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 1 月官方製造業 PMI 為 49.8 兩年多首次跌破榮枯線】
2015 年 2 月 1 日，中國物流與採購聯合會、國家統計局服務業調查中心發佈資料顯示，2015 年 1 月，中國
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PMI）為 49.8%，比上月下降 0.3 個百分點。自 2012 年 10 月以來首次跌破 50%榮枯
線。預期 50.2，前值 50.1。
從企業規模看，大型企業 PMI 為 50.3%，比上月回落 1.1 個百分點，仍位於臨界點以上，保持擴張態勢；中、
小型企業 PMI 分別為 49.9%和 46.4%，比上月回升 1.2 和 0.9 個百分點，收縮幅度均有不同程度收窄。
從 12 個分項指數來看，同上月相比，除積壓訂單指數、產成品庫存指數、供應商配送時間指數略有上升外，
其餘各分項指數均有所下降。其中，進口指數、購進價格指數、經營活動預期指數降幅較為明顯，超過 1 個
百分點；其餘指數降幅均在 1 個百分點之內。
生產指數為 51.7%，比上月下降 0.5 個百分點。從企業規模來看，大型企業和中型企業高於 50%，指數分別
為 52.7%和 51.5%；小型企業低於 50%，指數為 46.6%。

◆ 【中央釋放樓市求穩信號七部委一月內密集發聲】
2015 年的樓市一開局就呈現出與往年截然不同的氣象。1 月份，中央層面從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到包括國家
發改委、住建部、財政部、國土部、國稅總局、國家統計局、央行在內的七個相關部委主要領導，就當前房
地產市場及未來走勢密集發聲。
其中，李克強總理的表態對房企而言無疑是一顆“定心丸”。他在 2015 年冬季達沃斯論壇上指出，中國房
地產市場的剛性需求是長期的，並將帶動國內相關行業和產品供給，房地產市場在一段時期內出現調整也是
正常的。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一位負責人表示，從去年全年來看，中央對樓市的政策處於偏緊的狀態，到四季度才有
所放鬆，樓市目前仍處調整週期，且出現了一些不穩定因素，今年中央對樓市政策將保持適度放鬆的基調。
國家發改委副主任朱之鑫 1 月 6 日在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上稱，國內房地產並沒有出現危機，房價適當波
動是在擠出投機性需求，2015 年將穩定住房消費。央行行長周小川近期也公開表示，儘管中國一些城市的
樓價下降，但央行應該保持貨幣政策穩定性，因為房地產市場不存在嚴重的全國性問題。

◆ 【洪崎：安邦增持民生銀行因看好長遠發展只是財務投資】
2 月 1 日，中國民生銀行董事長洪崎、監事會主席段青山以及全體行領導與多家證券公司和投資機構的分析
師在民生銀行進行了一個半小時的現場交流對話活動。洪崎在回答提問時特別指出，在與第一大股東安邦集
團溝通時，安邦明確表示之所以頻頻增持，是看好民生銀行的長遠發展，並表示將只作為雙方已經在一些業
務領域開展了合作；在 1 月 31 日的董事會上，其他大股東也紛紛表示看好民生銀行的長遠發展，當前不會
賣出民生銀行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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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業內人士透露，民生銀行 2 月 1 日上午召開由董事長、代理行長洪崎、監事長段青山等人出席的高層會議，
稱和包括安邦保險在內的大股東達成高度一致，現有大股東不會出售股票。同時，民生銀行將在今年 4-5 月
進行換屆，在此之前行長和黨委書記人選將有定論。
據悉，出席本次會議的除洪崎和段青山以外，還有黨委副書記邢本秀，紀委書記陳進忠，黨委委員林治洪、
陳世強，行長助理石傑、李彬、林雲山，財務總監白丹，董事會秘書萬青雲等，囊括了民生大部分核心高管。
財務投資者，

◆ 【深交所：主動退市強制退市差異化安排】
為進一步完善退市工作機制，切實保護投資者的合法權益，深交所在修訂《股票上市規則》和《創業板股票
上市規則》有關退市制度規定的基礎上，經廣泛徵求各方意見，對《深圳證券交易所退市公司重新上市實施
辦法》（以下簡稱“《重新上市辦法》”）、《深圳證券交易所退市整理期業務特別規定》（以下簡稱
“《整理期規定》”）兩項退市配套制度進行了修訂。
深交所相關負責人指出，上市公司退市制度是資本市場一項重要的基礎性制度，本輪退市制度改革按照市場
化、法治化和常態化的原則，進一步豐富了退市內涵，在重大違法公司強制退市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本
次修訂《重新上市辦法》和《整理期規定》是繼修訂《股票上市規則》和《創業板股票上市規則》後，有效
落實《退市意見》和嚴格執行退市制度的又一重要舉措。

泰禾集團（000732）：多重利好來襲，高彈品種，繼續推薦
一線房價、銷售全面恢復。公司買入邏輯清晰，爆發力強。百城房價顯示 1 月北京、上海房價全面
恢復，其中北京（環比 1.15%，同比 0.87%）、上海（環比 0.78%、同比 1.92%）。銷量方面，一線
城市 1 月銷售面積同比上漲 60%。公司總貨值超 1200 億（北京、上海占 60%+），北京超 500 億，
上海超 140 億。一線貨值占市值比 A 股上市地產排名前列。一線市場積極恢復將為基本面帶來更大
爆發力。
北京再出利好。北京規定從 1 月 1 日起，購買政策性住房或套型建築面積在 90 平方米及以下的首
套自住住房，貸款最高額度由 80 萬元升至 120 萬元。原來外地人員必須連續在北京繳存滿 5 年方
可貸款的限制取消。公司項目雖偏改善，但政府穩定意圖明顯，有利市場整體回暖。
公司僅用 2 年半時間從福建走向一線，從全國地產 100 強以外走進全國前 30 強。看好公司邁入一
線地產潛力。預計 2014-15 年 EPS1.13 和 1.66 元，買入評級。前期報告《看好一線復蘇，理當選擇
泰禾》敬請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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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規提示：海通證券自營（約定購回式證券交易專用證券帳戶）持有【泰禾集團 000732】超過總
股本 1%。
風險提示：房價大幅下跌。

三六五網（300295）：員工持股計畫加大管理層配送比例，安家貸金融產品銷售迅猛
三六五網公告，將員工持股計畫調整為分三期授予員工 480 萬股，其中 120 萬股由員工從二級市場
買入，360 萬股由公司實際控制人無償贈與。
員工持股計畫彰顯對未來信心。此次調整後員工持股計畫由“買 1 送 2”變為了“買 1 送 3”，激勵
更為充分，彰顯了實際控制人對市場和公司前景的信心。
三六五網上週四晚間公告，安家貸公司正式投入商業化運營，首次推出規模化金融新產品 “房開
貸”，首期項目標的 2000 萬元，半年期，年化收益約 12%。根據安家貸網站資料，該產品截止目
前發出的 600 萬元產品已售罄 90%以上，銷售進程迅猛。我們認為三六五網安家貸產品充分利用原
先線上流量大、客戶資源多的優勢，積極切入房產交易環節，打破了原先以廣告為核心的單一商業
模式。
三六五網于去年施行了業務的橫向延伸，充分利用線上流量優勢及客戶資源，涉足互聯網金融、家
裝平臺和社區電商等業務。我們看好公司以房產 O2O、家居 O2O、社區 O2O 以及金融服務平臺為
核心打造 “3+1”的業務模式，以及公司整合線上線下資源，打造房地產產業鏈的閉環服務結構，塑
造全新的房產交易平臺。
三六五推出的裝修寶對行業痛點針對性強，推廣進程快於預期。家裝行業市場集中度低，在約三萬
億的市場規模中，前十家公司合計才 1000 億左右的規模。此外，家裝行業環節較多、資訊不對稱
問題非常突出。三六五於去年開展裝修寶業務，對行業痛點針對性強，推廣進程快於預期。裝修寶
向客戶提供家裝、金融等增值服務，其推出的家居 O2O 產品“365 裝修寶”已經在合肥等 6 個城市
成功運行，預計今年公司可以在 10 個核心的城市完成佈局。
此次員工持股計畫的調整，彰顯了實際控制人對市場和公司前景的信心。看好公司整體 3+1 戰略的
佈局，以及強大的執行力保證戰略實現。基於公司巨大的發展空間，並參照其他互聯網平臺的估值，
我們給予公司買入評級。
風險提示：裝修寶業務開展不及預期；傳統業務市場份額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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