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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 

名称 
收盘 涨跌（％） 

（点） 1 日 5 日 1 月 

上证指数 2954
.93 

0.48 0.57 -1.02 

深证综指 1632

.40 
0.99 0.97 -1.99 

     

     

     

     

     

风格指数 
昨日表现
（％） 

1 个月表现
（％） 

6 个月表
现（％） 

大盘指数 0.67 0.90 0.11 
小盘指数 0.70 -2.50 -10.87 

中盘指数 0.94 -1.60 -5.86 

    
行业涨幅 
前 5 名 

昨日涨 
幅（％） 

1 个月涨 
幅（％） 

6 个月涨 
幅（％） 

饲料 5.49 -3.24 69.08 
畜禽养殖 5.30 15.13 56.07 

渔业 2.68 -1.43 -48.31 

电子制造 2.24 43.25 27.67 

化学制药 2.22 15.04 28.58 
行业跌幅 
前 5 名 

昨日跌 
幅（％） 

1 个月跌 
幅（％） 

6 个月跌 
幅（％） 

保险 -1.74 9.51 126.49 

其他轻工制

造 

-1.41 36.59  

其他休闲服

务 

-0.89 -14.96  

白色家电 -0.39 6.47 85.17 

银行 -0.23 6.40 2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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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重点推荐 

 计算机行业点评：区块链安全可控的机会与评估 

事件：新华社北京 10 月 25 日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 10 月 24 日下午就区块链技

术发展现状和趋势进行第十八次集体学习。区块链技术的集成应用在新的技术革

新和产业变革中起着重要作用。我们要把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突

破口，明确主攻方向，加大投入力度，着力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加快推动区
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 

 金融是最先落地的且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应用场景，除此之外，当前区块链的主

要应用场景还包括版权保护、游戏以及教育，A 股相关标的：1）首先，金融领

域场景至少有：恒生电子、航天信息、广电运通、新国都、赢时胜、拉卡拉、聚

龙股份等。而且，广电运通、恒生电子、航天信息这一年区块链进展大。2）其

次，非金融场景至少有：远光软件、启明星辰、安妮股份、易见股份。其中远光

软件 2019H1 区块链及 AI 收入同比增长 394%（预计存证、供应链金融计入收
入，且 2019H2 到 2020 增长快），且落地的产品方案利润率超过传统业务。 

(联系人：刘洋/刘畅/洪依真) 

 加仓成长，配置风格走向均衡——2019Q3 公募基金持股分析 

 2019Q3 基金仓位高位小幅加仓。普通股票型+偏股混合型基金仓位从 19Q2 的

82.5%小幅上升至 19Q3 的 84.0%，处于历史 90%分位的较高水平，历史上最
高位仓位水平如 2009 年底的 85.9%和 2015Q1 的 85.4% 

 从大类风格来看，19Q3 加仓成长/周期/稳定，减仓消费/金融，消费和成长板块

的配置系数历史分位达到较为均衡的状态。经过 19Q3 加仓成长、减仓消费后，

消费和成长板块 19Q3 的配置系数分别处于 2010 年来的 59%和 55%分位，以
及 2005 年来的 37%和 32%分位，配置系数历史分位达到较为均衡的状态 

 19Q3 重仓股持股集中度小幅下降，基金持股持仓小幅向高估值转移。普通股票

型+偏股混合型基金前 10 只、前 20 只股票持股市值占比从 2019Q2 的 28.2%

和 39.4%，分别下降至 2019Q3 的 26.5%和 37.6%。19Q3 基金持仓小幅向高
估值转移。 

(联系人：王胜/林丽梅/刘扬/毛成学) 

 高铁行业深度：京沪高铁 IPO，百亿利润开启高铁资产证券化之路 

 高铁行业：铁路客运向高铁转移，高铁客运大发展。从 2008 年第一条高铁通车

至今十多年，高铁客运迅速发展，截止 2018 年底，全国高铁里程高达 2.9 万公

里，占铁路总里程 22%，动车组高铁客运 20.05 亿元人次，占铁路总客运量的
60%以上。 

 未来成长性关注客票调整及京沪线运量增长。京沪高铁未来利润增长除新收京福

安徽公司外，建议关注客票调整及京沪线运量增长。 

 预计现金分红比率 50%，对标广深铁路，当前 PE 为 25 倍。未来分红方面，公

司披露在满足利润及现金流条件情况下，每年现金分红比率 50%。从估值角度

看，当前 A 股三个标的平均 PE(2019/10/25)11 倍，但考虑到业务可比性，对

标广深铁路，当前 PE(2019/10/25)为 25 倍。建议关注京沪高铁的上市发行，
同时建议关注其他高铁资产的证券化进程。 

 (联系人：匡培钦/闫海/游道柱/郭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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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上市宏观预期调整汇总 

今日预期调整——宏观、行业及其他 

项目 调整前 调整后 变动方向 原因 

2019 年全球 GDP 增速（%） 3.20                 3.10                 ↓ 数据调整 

2019 年四季度全球 GDP 增速（%） 3.10                 3.00                 ↓ 数据调整 

2019 年三季度全球 GDP 增速（%） 3.10                 3.00                 ↓ 数据调整 

2019 年三季度欧元/美元(年末) 1.10                 1.09                 ↓ 数据调整 

2019 年三季度美元指数(年末) 98.00                99.00                ↑ 数据调整 

2019 年美国 GDP 增速（%） 2.40                 2.30                 ↓ 数据调整 

2019 年四季度美国 GDP 增速（%） 2.30                 2.20                 ↓ 数据调整 

2019 年三季度美国 GDP 增速（%） 2.40                 2.30                 ↓ 数据调整 

2019 年三季度四大央行合计总资产总额增速%（美联

储、欧央行、日本央行、英国央行） -2.00                -1.40                ↑ 数据调整 

2019 年一季度中国债务率(债务/GDP） 258.00               259.00               ↑ 数据调整 

2019 年一季度美国债务率(债务/GDP） 253.00               249.00               ↓ 数据调整 

2018 年美国债务率(债务/GDP） 250.00               249.00               ↓ 数据调整 

2018 年四季度美国债务率(债务/GDP） 250.00               249.00               ↓ 数据调整 

2018 年三季度美国债务率(债务/GDP） 248.00               247.00               ↓ 数据调整 

2019 年一季度日本债务率(债务/GDP） 370.00               378.00               ↑ 数据调整 

 

 

今日重点推荐报告 

计算机行业点评：区块链安全可控的机会与评估 

加仓成长，配置风格走向均衡——2019Q3 公募基金持股分析 

高铁行业深度：京沪高铁 IPO，百亿利润开启高铁资产证券化之路 

  

今日推荐报告 
 

平静的水面，因一颗石子产生了涟漪——申万宏源策略一周回顾展望(19/10/21-19/10/25) 

一张图看懂新三板问题与改革方向——聚焦新三板改革系列报告之一 

电商代运营行业深度报告：电商发展催生代运营风起云涌，资本化加速行业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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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宏观数据预测：零售回升出口改善，投资生产维持稳定——申万宏源宏观经济月报･第 13

期（2019.11） 

山西汾酒（600809）19Q3 点评：收入与业绩继续加速增长，青花玻汾高增超市场预期 

顺丰控股（002352）三季报点评：成本与费用端继续改善，带动业绩超预期 

川投能源（600674）三季报点评：雅砻江投资收益减少导致利润下滑 看好中长期成长 

阳光城（000671）三季报点评——股权转让落地、经营指标持续好转 

视源股份（002841）三季报点评：净利润表现接近预告上限，收入继续承压 

中国建筑（601668）2019 年三季报点评：建筑新签订单好转，地产销售结算快速增长 

金螳螂（002081）2019 年三季报点评：业绩增长符合预期，现金流小幅改善 

星宇股份（601799）三季报点评：配套轩逸三季度纯增量，利润增速超市场预期，业绩确定性

进一步获验证 

水井坊（600779）19Q3 点评：高档酒收入增速略放缓，业绩增速超预期 

福斯特（603806）2019 三季报点评：胶膜单季销量及平均单价持续增长，新材料业务放量 

阳光电源（300274）三季报点评：业绩低于申万宏源预期，系统集成业务受益国内光伏装机启

动 

鼎龙股份（300054）三季报点评：环保停产影响、费用率增加、硒鼓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公

司业绩不及预期 

景旺电子（603228）三季报点评：三季报营收增长 24.5%，盈利能力有待提升 

国瓷材料（300285）三季报点评：Q3 齿科材料及 MLCC 粉体销量环比回落，Q4 将迎改善 

万润股份（002643）三季报点评：业绩符合预期，OLED 材料高速成长 

玲珑轮胎（601966）三季报点评——产能释放叠加原材料降价，Q3 业绩持续高增长 

申万宏源农业周报 (2019.10.21-2019.10.25)——畜禽价格迭创新高，继续看好 19Q4-20Q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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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鸡投资机遇 

外部环境有所缓和，PPI 拖累工业企业利润下滑——申万宏源宏观周报 38 期（2019.10.27） 

交运周报（10/21-10/27）：京沪高铁 IPO 加速关注板块性行情，快递关注“双十一”行情 

煤炭行业周报（2019.10.21-2019.10.25）：降温提振冬储采购需求，有望支撑煤价 

美亚柏科（300188）三季报点评：大数据仍在投入期，静待产业拐点 

顺鑫农业（000860）19Q3 点评：利润下滑主因地产和费用确认时点波动，白酒增长趋势不变 

奥瑞金（002701）19 年三季报点评：受一次性并表波尔费用影响，短期业绩承压；长期行业

整合前景依然向好 

博世科(300422)2019 年三季报点评：业绩超预期 盈利及现金流环比改善 

浙江龙盛（600352）三季报点评：房地产项目确认部分收益及费用下降，Q3 业绩超预期 

金风科技（002202）2019 年三季报点评：业绩低于申万宏源预期，低价订单加速出清 

涪陵榨菜（002507）19Q3 点评：渠道建设及调整继续推进 效果已逐步显现 

华鲁恒升（600426）三季报点评——Q3 业绩符合预期，原材料成本上升影响利润，新项目进

入建设期 

爱尔眼科（300015）2019 三季报点评：扣非净利润增长 34%，持续扩大医院网络布局 

易华录（300212）三季报点评：数据湖产业逻辑再验证 

中科曙光（603019）三季报点评：业绩增速放缓源于“清单”影响 

欧普照明 2019 年三季报点评：经营变奏拖累三季报收入增长，单季盈利能力企稳回升 

晨鸣纸业（000488）2019 年三季点评：文化纸盈利能力提升，业绩持续环比改善 

平煤股份（601666）19 年三季报点评——煤炭销售量价稳增，持续回购股份国改可期 

万和电气（002543）2019 年三季报点评：短期内外交困收入承压，无碍燃热龙头长期发展 

桂冠电力（600236）2019 年三季报点评：来水有所好转 火电发电量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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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创时尚(603608)2019 年三季报点评：主业逐步企稳，Q3 电商增速 45%，持续高增长 

亿联网络（300628）2019 年三季报点评：营收利润率双提升，关注高端产品及云视讯突破 

金石资源（603505）19 年三季报业绩点评：制冷剂需求疲软拖累萤石销量，四季度内蒙停采

将带动萤石价格上涨 

兴发集团（600141）19 年三季报业绩点评：“三磷整治”推升黄磷及磷酸盐价格，草甘膦产销

恢复，业绩略超预期 

云天化（600096）19 年三季报业绩点评：各主要产品价格下跌拖累业绩，资产负债率连续四

个季度下降 

永新股份（002014）2019 年三季报点评： 子公司产能利用率提升，利润增速超预期 

宁德时代（300750）三季报点评：业绩增速符合申万宏源预期，高镍产能释放带来竞争力提升 

兖州煤业（600188）19 年三季报点评——煤炭销售量价增长，但受成本大增拖累，公司三季

度毛利下滑 

新泉股份（603179）三季报点评：三季度营收跌幅环比收窄，最差时点已经过去，捷达等配套

车型开启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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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重点推荐报告 

计算机行业点评：区块链安全可控的机会与评估 

事件：新华社北京 10 月 25 日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 10 月 24 日下午就区块链技术发展现状和趋势进行第十八次

集体学习。习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区块链技术的集成应用在新的技术革新和产业变革中起着重要作用。我们

要把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明确主攻方向，加大投入力度，着力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加

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 

 我们推测本次区块链政策的机缘来自金融体系白安华和应对 Facebook 推出 Libra，而 2015 年“互联网+”

的全球领先软创新也为区块链场景提供先入优势：1）金融体系。美元一直以来靠它的金融体系实现全球经济

霸权，区块链技术的发展对其产生了重大的冲击和影响。2）Facebook 推出 Libra，引发全球金融机构紧张，

也加速区块链进展。6 月 18 日，全球最大的社交平台 Facebook 发布了其名为“Libra”的加密货币项目白皮

书，引发全球广泛关注。根据白皮书，Libra 的使命是建立一套简单的、无国界的货币和为数十亿人服务的金

融基础设施。加密货币领域骗局层出不穷，facebook 此次发币也引发了公众的广泛质疑以及各国监管部门的

高度紧张。3）我们有较为领先的“互联网+",即”软创新“较为领先。基于其拓展区块链，较为可行。关于半

导体/5G/AI，都属于赢创新，需要研发迭代。但是”软创新"是和消费市场有关，因此我们的“互联网+”和”

大数据“有优势。基于这些场景衍生”区块链“，有先导优势。 

 金融是最先落地的且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应用场景，除此之外，当前区块链的主要应用场景还包括版权保护、

游戏以及教育，A 股相关标的：1）首先，金融领域场景至少有：恒生电子、航天信息、广电运通、新国都、

赢时胜、拉卡拉、聚龙股份等。而且，广电运通、恒生电子、航天信息这一年区块链进展大。2）其次，非金

融场景至少有：远光软件、启明星辰、安妮股份、易见股份。其中远光软件 2019H1 区块链及 AI 收入同比增

长 394%（预计存证、供应链金融计入收入，且 2019H2 到 2020 增长快），且落地的产品方案利润率超过传

统业务。启明星辰已经形成安全产品检测区块链协议的资金/金融/数据流网络信息，启明星辰 ADLab 近年来持

续关注区块链技术安全问题，通过对以太坊主链智能合约进行研究，发现了 400 多个 CVE 漏洞。 

(联系人：刘洋/刘畅/洪依真) 

加仓成长，配置风格走向均衡——2019Q3 公募基金持股分析 

 2019Q3 基金仓位高位小幅加仓。普通股票型+偏股混合型基金仓位从 19Q2 的 82.5%小幅上升至 19Q3 的

84.0%，处于历史 90%分位的较高水平，历史上最高位仓位水平如 2009 年底的 85.9%和 2015Q1 的 85.4% 

 从大类风格来看，19Q3 加仓成长/周期/稳定，减仓消费/金融，消费和成长板块的配置系数历史分位达到较为

均衡的状态。经过 19Q3 加仓成长、减仓消费后，消费和成长板块 19Q3 的配置系数分别处于 2010 年来的 59%

和 55%分位，以及 2005 年来的 37%和 32%分位，配置系数历史分位达到较为均衡的状态 

 分行业来看： 

 （1）饮料制造、电子、医药是持仓占比全市场前三的行业，合计占比 40%。饮料制造和电子持仓占比分别为

13.5%和 12.2%，与自身 2005 年来历史最高持仓占比的差距分别为 1.9%和 1.2%；但从更为合理的配置系数

这一指标来看，饮料制造和电子板块配置适中，距离历史最高点尚有空间；医药行业内部分化明显，19Q3 医

疗服务与生物制品的持仓占比与配置系数均接近历史最高点，而中药配置水平则接近历史最低位 

 （2）19Q3 配置系数超过 2.5 倍、且配置系数处于 2010 年以来 90 分位以上的行业：医疗服务、生物制品、

医疗器械、机场；19Q3 配置系数低于 0.5 倍、且配置系数处于 2010 年以来 10 分位以下的行业：中药、汽

车整车、建筑装饰、采掘、高低压设备 

 （3）医药/电子/计算机/家具是配置系数高位维持时间较长的行业集中的领域。从配置系数维持历史 90%以上

高位运行的最长持续时间来看，排名靠前的行业主要集中在医药/电子/计算机/家用轻工，持续时间可长达两年

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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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Q3 重仓股持股集中度小幅下降，基金持股持仓小幅向高估值转移。普通股票型+偏股混合型基金前 10 只、

前 20 只股票持股市值占比从 2019Q2 的 28.2%和 39.4%，分别下降至 2019Q3 的 26.5%和 37.6%。19Q3

基金持仓小幅向高估值转移。普通股票型+偏股混合型基金重仓股 PE(TTM)小于 0 和 50 倍以上数量占比从

19Q2 的 22.8%小幅上升至 19Q3 的 24.8%，而 PE(TTM)位于 0-30 之间的数量占比则从 19Q2 的 56.7%小幅

下降至 19Q3 的 53.9% 

 

(联系人：王胜/林丽梅/刘扬/毛成学) 

 

高铁行业深度：京沪高铁 IPO，百亿利润开启高铁资产证券化之路 

 高铁行业：铁路客运向高铁转移，高铁客运大发展。从 2008 年第一条高铁通车至今十多年，高铁客运迅速发

展，截止 2018 年底，全国高铁里程高达 2.9 万公里，占铁路总里程 22%，动车组高铁客运 20.05 亿元人次，

占铁路总客运量的 60%以上。今年以来，铁路客运继续向高铁转移，前三季度动车组列车发送旅客 17.34 亿人

次，同比增长 15.3%，较铁路客运整体增速高 5.9 个百分点，发运量占铁路客运 63.2%同比提升 3.7 个百分点。

根据铁路长期发展规划，2020 年高铁里程将达 3 万公里，2025 年达 3.8 万公里，未来随着高铁网络进一步完

善，高铁客运将承担更高比例的客运任务。 

 京沪高铁坐拥京沪线客运黄金资产，百亿利润现金牛。京沪高铁全长 1318 公里，设计时速 350 公里/小时，沿

途包括北京南站、南京南站、上海虹桥等 24 个车站。控股股东为中国铁投，公开发行前控股 49.76%，实际控

制人国铁集团。京沪高铁主要资产为京沪高铁线路及沿途车站等不动产，2018 年营收 311.58 亿元，净利润达

102.48 亿元，同比增长 13.19%，净利润率达 32.89%，经营性现金流净额 137.65 亿元，近 3 年平均现金流

利润倍数高达 1.53 倍。 

 主营旅客运输与提供路网服务业务，业务委托为主经营风险较低。京沪高铁主营业务分为旅客运输和提供路网

服务业务两部分：1）旅客运输业务主要针对京沪本线 24 个车站间旅客运输，公司担当本线列车，但租借其他

路局动车组及司机乘务人员经营，收取客票同时向其他路局支付委托管理费及动车组使用费等，2018 年为公

司贡献 50.7%收入，贡献 37.7%毛利；2）提供路网服务业务主要针对跨线非担当列车，基于线路资产为跨线

列车提供线路使用、接触网使用等服务，向跨线列车担当路局收取线路使用费、接触网使用费等服务费，2018

年为公司贡献 48.5%收入，贡献 60.5%毛利。当前公司总员工 67 人，两项业务经营均委托其他路局等企业，

经营风险相对较低。 

 拟募资收购京福安徽公司 65%股权。本次公开发行股票不超过 75.57 亿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不超 15%，

募资拟用于收购京福安徽公司 65.08%股权。京福安徽公司下拥安徽境内四条高铁，主要经营提供路网服务业

务，由于线路开通时间较短，且仍有两条在建设期，2018 年京福利润仍亏损 12 亿元左右，但未来随着线路继

续开通，利润有望转盈并迅速增长。 

 未来成长性关注客票调整及京沪线运量增长。京沪高铁未来利润增长除新收京福安徽公司外，建议关注客票调

整及京沪线运量增长。客票方面，高铁客票定价逐步市场化，京沪线当前票价相对航空极低，以高铁二等座及

航空经济舱全价票看，北京到上海高铁票价仅为机票 37%，票价仍有空间。运量方面，发车频次、单列座席数、

客座率三层次叠加增长，有望继续向上突破旅客运量上限。 

 预计现金分红比率 50%，对标广深铁路，当前 PE 为 25 倍。未来分红方面，公司披露在满足利润及现金流条

件情况下，每年现金分红比率 50%。从估值角度看，当前 A 股三个标的平均 PE(2019/10/25)11 倍，但考虑到

业务可比性，对标广深铁路，当前 PE(2019/10/25)为 25 倍。建议关注京沪高铁的上市发行，同时建议关注其

他高铁资产的证券化进程。 

 风险提示：经济增长大幅下滑，消费降级带来高铁出现频次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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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匡培钦/闫海/游道柱/郭晶) 

 

 

 

今日推荐报告 

平静的水面，因一颗石子产生了涟漪——申万宏源策略一周回顾展望(19/10/21-19/10/25) 

 一、平静的水面，因一颗石子产生了涟漪，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市场本处于战略僵持期，区块链主题或暂时

打破平衡，成为短期风险偏好提升的突破口。 

 市场原本处于战略僵持期，这种“僵持”体现在正反两个方面：积极的一面，9 月经济数据亮点颇多，PMI、

社融、财政、基建、地产、制造业和社零都兑现了结构性改善；岁末年初仍可期待“宽货币 + 宽信用 + 抑通

胀”组合出现，驱动顺周期领涨的行情。另外，三季报创业板净利润预告中枢增速超预期；消费电子的恢复性

增长和 5G 设备端高景气延续，使其成为远期展望向好，近期有业绩验证支撑的稀缺方向。消极的一面，9 月

经济数据亮点能够线性外推的并不多，房地产销售和投资回落的担忧犹在。三四线城市的商品房销售面积(TTM)

高位开始小幅回落，土地购置费占房地产投资的比例维持绝对高位，土地购置费绝对值仍有较大回落压力。2020

年 2 月前 CPI 同比处于上行趋势中，通胀约束仍是问题。另外，公募基金三季报显示，公募基金总体仓位仍处

于相对高位(股票型基金 86.8%，环比 Q2 上行 0.1%)，结构上，成长、稳定和周期的配置系数上行，消费和金

融的配置系数回落。其中，电子的配置系数上行 0.61 至 1.60，是配置系数上行幅度最高的行业，反映出消费

电子和 5G 设备端的高景气已在公募持仓中有较为充分的体现。积极和消极因素旗鼓相当，使得短期市场处于

战略僵持期，体现在量化指标上，就是本周各强势股占比总体保持稳定，赚钱效应的收缩和扩散均陷入停滞，

市场波动率下行。 

 对于 A 股市场而言，僵持期往往不长久，市场总会寻找方向突破。原本市场沿着三季报业绩向好的方向精选结

构是大概率的突破路径，这个过程缓慢而克制。但周末区块链主题快速发酵，可能暂时打破市场原有平衡，以

这样的方式突破实属意料之外，但也在情理之中。这犹如“平静的水面，因一颗石子产生了涟漪”。策略分析

师研究“石子的材质”(区块链的基本面)似乎不具备优势，但研究“涟漪”(风险偏好提升带来的市场特征变化)

是本职工作。大家可以怀疑区块链的基本面趋势，但不该怀疑区块链主题的短期“号召力”。我们认为，短期

市场可能重回赚钱效应扩散波段，小市值因子回归，行业主题轮动加速是大概率。在这个过程中，原本就应该

有相对收益的新经济细分领域，可能加速兑现绝对收益。所以，即便我们追不上“石子”的速度，也应该把握

“涟漪”带来的机会。当然，看中期，区块链主题的总量影响可能只是波动率提升，轮动节奏加快，无法支撑

新的上行趋势。 

 二、区块链虽好，但我们不应因此改变投研主线，减持新规预期和新三板改革影响更加深远。有三季报业绩支

撑的成长方向(消费电子、5G 设备、传媒)依然是短期结构选择的重点，继续跟踪“宽货币 + 宽信用 + 抑通

胀”组合验证情况。 

 周末密集催化的区块链和中药主题有望成为短期引领市场突破的最强方向，但这不是投研的重点，对于大部分

机构投资者而言，对这类主题的持仓也只能“浅尝辄止”。实际上，本周减持新规预期发酵和新三板改革落地

的影响更加深远。两者的影响都是“短空长多”，减持新规预期带来短期抛压增加的预期；新三板改革带来真

正的注册制，A 股上市资格不再稀缺，质地偏弱的小股票将承压。只不过，这两个短期影响可能被淹没在区块

链主题发酵带来的风险偏好提升中。看长期，并购重组新规叠加减持新规的预期，将鼓励 A 股上市公司推进资

本运营，实现转型发展。资本市场支持企业转型创新，进入到了“万事俱备只欠信心”的阶段，长期乐观的理

由正在增加。另外，中短期结构选择的重点不变。有三季报业绩支撑的成长方向依然是短期结构选择的重点，

关注消费电子、5G 设备和传媒的投资机会。另外，受益于房地产竣工数据改善的“后周期”板块短期数据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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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确定性较高，近期家用电器和轻工制造的相对收益有一定持续性。中期继续跟踪“宽货币 + 宽信用 + 抑通

胀”组合验证情况，关注岁末年初顺周期板块的投资机会。 

  

(联系人：傅静涛/王胜/程翔) 

 

一张图看懂新三板问题与改革方向——聚焦新三板改革系列报告之一 

 “新三板”是多层次资本市场不可替代的一环，但制度建设也存在天然困难。新三板挂牌公司是“非上市公众

公司”，实质上介于交易所与场外市场之间，挂牌公司兼具公众与非公众特性。从全球经验来看，服务于中小

微企业的市场具有天然建设难度，主要源于两大矛盾：1）降低中小微企业融资成本，与防范金融风险的矛盾。

2）中小微企业高经营风险，与投资者匹配的矛盾。 

 新三板市场面临困难，市场全面萎缩。1）挂牌锐减，摘牌激增，优质企业流失。2019 年 9 月新三板挂牌仅 9

家，创下 2014 年 1 月新三板扩大至全国市场以来的最低水平，而该月摘牌却达到 72 家；2）融资下滑超 50%，

估值下降，老股东和关联方出资居多；3）流动性较差，换手率普遍低。仅 50 家公司在 2019 年前三季度的日

均换手率超过 0.5%；4）投资账户少且增长慢，产品投资兴趣低，投资流程一级化。新三板目前由内外两方面

因素影响，当前外部因素影响较大，包括注册制改革与一级市场融资困难，未来依赖于内部改革推动。 

 预计两条改革主线，五大改革方向。1）两条改革主线：提升融资便利性，增强市场流动性；2）五大改革方向：

精细分层、小 IPO、降门槛、连续竞价交易、转板机制。a.“精细化分层”旨在差异化服务企业，培育内部流

动性；b.“公开发行”能让企业完成股票的初始定价、改善初始的信息披露并迅速增加股东人数以提升流动性；

c.适当降低投资者门槛，引入更多合适的投资人；d. 推混合做市与连续竞价；e.转板机制：打通多层次资本市

场，注册制是关键。从美国来看，从 OTC 市场上转到纳斯达克的公司是重要的上市力量。 

 改革带来短期制度套利机会，长远将回归投资本质。“新三板”的改革是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完善的重要一环，

推动金融服务实体才是本质。当前在注册制与审核制双轨运行期间，跨市场套利仍是机会，但长期来看，流动

性将向优质企业集中，跨市场的估值边界更加模糊，投资者的核心是寻找优质资产。 

(联系人：刘靖/王文翌/刘建伟) 

 

电商代运营行业深度报告：电商发展催生代运营风起云涌，资本化加速行业整合 

 品牌线上布局催生对电商代运营的需求，电商代运营服务规模高速增长。1）我国电商规模稳居全球网络零售首

位，B2C 市场份额扩大和增速领跑，催生品牌对代运营的需求。2018 年全国电子商务交易额 31.6 万亿元，稳

居全球网络零售市场首位，同比增长 8.5%，其中 B2C 零售额占比 62.8%，较上年提升 4.4pct，精耕细作的线

上品牌店是趋势。2）线上精细化运营已成为品牌力打造的重要手段，代运营商赋能品牌创造的价值不可替代，

代运营规模高速成长。代运营服务商是链接品牌方和线上消费者的重要通道，以“成熟品牌体系+多元渠道布局

+大数据”的精细化模式，助力传统品牌线上格局重塑，扶持新锐品牌完成从零到一的建设。商务部数据显示，

2018 年我国电商代运营在网络零售市场的渗透率达到 15.8%，电商代运营市场交易规模达到 9623 亿元，

2013-2018 年电商代运营服务规模复合增速高达 51%。 

 天猫是代运营服务商最集中平台，化妆品是代运营最热门品类。1）天猫认证服务商服务了超过 50%的核心品

牌，2018 年贡献 GMV1,500 亿。天猫代运营服务商又被称为 TEP（ Tmall Ecological Partner），其角色定

义为智能商业一站式解决方案提供者。截至 19 年 2 月，天猫已认证服务商 933 家，星级服务商 310 家。2018

年，26 家天猫生态服务商年 GMV 超过 10 亿元，更有 15 家服务商年 GMV 超过 20 亿元。店均成交是大盘新

商家近 3 倍，天猫服务商 GMV 同比增速高于天猫大盘近 20%。2）快消品是代运营主要战场，从供需两端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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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妆品品类均为第一。需求端：代运营需求比例、佣金比率和服务品牌数量 TOP3 为化妆品、服饰、3C 家电；

供给端：代运营商数量分布 TOP3 为化妆品、食品、母婴。  

 代运营商有代运营、经销商和混合型三类业务模式，盈利体现为收取服务费或赚取产品差价。代运营模式下，

服务商为品牌提供运营服务并收取相应的服务费，不进行货物采购，毛利率较高；经销商模式下，服务商主要

承担分销渠道的职能，需进行货物采购并销售以赚取买卖价差，因承担采购成本、销售费用等，毛利率较低；

混合模式下，服务商既采购货物进行分销，又提供品牌运营管理服务，毛利率中等。三种模式的核心相同：参

与品牌的线上运营的全链路或部分环节，帮助品牌提升知名度和市场份额。 

 代运营行业竞争格局整合态势加剧，头部效应凸显，资本化将进一步助推整合。1）服务内容趋于多元化，引导

行业整合。随着品牌方对电商运营服务要求的细致化，品牌代运营服务趋向于多元化，服务类型已从行业发展

初期的基础服务（运营服务、客户服务）拓展至核心服务（IT 服务、营销服务、内容创作、仓储物流服务），行

业整合和洗牌亦随之加速。2）托盘资金能力、供应链能力和运营能力是头部代运营的核心竞争壁垒，行业展现

向龙头集中态势。同时，主流电商平台，如天猫、京东、唯品会等平台纷纷完善电商服务商在平台的准入、评

级等制度，提高了行业准入门槛，并对头部服务商提供更丰富的权益支持。 

 重点上市公司情况：壹网壹创：18 年收入同比增长 44%至 10 亿，归母净利润 1.6 亿。重点布局美妆个护垂直

领域，助力品牌重塑百雀羚和 OLAY 展现强大品牌赋能能力，与宝洁、爱茉莉等国际及百雀羚、佰草集等国内

日化龙头集团达成深度合作，19 年 GMV 有望破百亿，行业整合中展现高成长性的代运营黑马；宝尊电商：18

年收入同比增长 30%至 54 亿，净利润 2.7 亿。多品类全面发展，重点布局服饰，深耕技术系统，仓储物流投

入提升效率铸造壁垒，18 年销售 GMV 达 294 亿，合作品牌数量 200+，是代运营行业引领者。 

 结论和投资建议：电商发展催生代运营风起云涌，精细化运营需求叠加资本化进程正加速行业整合。电商已成

为最重要的渠道，承担着交易和消费者沟通两大重要任务，电商规模的持续快速提升和精细化线上运营的需要，

催生出持续优化升级的代运营行业。未来有能力在线上运营中为品牌赋能的代运营商，有望享受品牌和品类的

持续拓展带来的长期成长。建议关注各品类龙头：全品类：宝尊电商；化妆品：壹网壹创、杭州悠可、丽人丽

妆；母婴：优壹电商、若羽臣。 

 风险提示：电商增速放缓，行业竞争激烈导致公司盈利能力下降。 

 

 

(联系人：唐宋媛/王立平) 

 

10 月宏观数据预测：零售回升出口改善，投资生产维持稳定——申万宏源宏观经济月报･第 13期

（2019.11） 

 1. 概览：9 月需求、生产普遍改善，10 月预计零售回升去库存缓解。9 月，国内消费需求回升、投资稳定，

出口高基数下小幅回落；去库存幅度有所缓解，工业生产明显改善；肉价持续普涨推动 CPI、PPI“剪刀差”扩

大；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弱化，人民币升值。作为 19Q4 第一个月，预计 10 月经济数据基本能够显现 4 季度经

济变化的方向——消费改善、投资稳定、出口增速平稳，去库存拖累缓解工业生产加速。 

 2、社会消费品零售：可选品带动下或再度回升。预计汽车销售扰动在 4 季度显著弱化，前期个税减税、增值

结构性减税对消费仍有持续促进，加之基数下降，预计 10 月社零名义增速、实际增速分别回升至 8.3%和 6.3%。 

 3、固定资产投资：基建回升对冲制造业小幅回落。1）基建投资：融资环境较好，近期公共财政基建类支出发

力，政策强调落实有效投资，预计 10 月基建投资（全口径）累计增速上行至 3.7%、至年底上行至 4.4%。2）

制造业投资：2 季度以来中下游投资较强，令 9 月高基数下仍较稳定，考虑到政策对制造业投资持续鼓励、4

季度消费需求稳中有升，尽管基数进一步走高，仍预计 10 月制造业投资累计增速仅下行至 2.4%，年内或企稳

于 2.3%左右。3）房地产投资：房贷利率逐步向挂钩 LPR 转型，LPR 长端利率报价稳定，预计地产销量仍将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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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回落，三季度以来不规范的地产信托融资受到较强监管，预计拖累 10 月地产投资累计增速小幅降至 10.2%。

综合看，预计 10 月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速维持 5.4%。 

 4、预计出口降幅收窄，进口增速仍处低位。多重积极因素共同作用下，10 月出口增速（美元计价）跌幅或收

窄至-2%，11-12 月有望小幅改善。进口方面，集成电路、原油等价格仍低，铜矿砂、铜材进口量持续结构性

下滑，加之 10 月基数仍较高，预计 10 月进口增速（美元计价）约-8.2%。货物贸易顺差或扩大至 436 亿美元。 

 5、预计 PMI 重回 50，工业增加值稳定增长。PMI：需求稳中向好，企业信心回升，预计 10 月 PMI 回升至

50 左右。工业增加值：消费需求改善投资需求稳定出口跌幅收窄，加之 9 月去库存缓解有望持续，预计高基数

下 10 月工业增加值实际同比持平于 5.8%。 

 6、通胀：肉类普涨仍持续，CPI 或持平于 3.0%。CPI：肉类价格普涨格局仍将进一步推动 10 月 CPI 食品同

比涨幅扩大；非食品各主要分项供给充足，预计延续增速走低格局。预计 10 月 CPI 同比稳定于 3.0%。PPI：

油价前月回升或带动 10 月 PPI 环比小幅上行，但煤价钢价持续偏弱，叠加较高基数，预计 10 月 PPI 同比降至

-1.7%左右，11-12 月随基数走低或迎来反弹。 

 7、金融数据：预计 M2、社融存量增速回升。预计 10 月新增信贷 9000 亿、新增社融 1.15 万亿，M1、M2 增

速预计分别回升至 4.5%、8.7%；社融（新口径）存量增速或升至 11.0%。 

 8、CNY：至 11 月末或回升至 7.02 左右。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有望进一步缓和；脱欧形势或进一步明朗化，即

将公布的 3 季度美国 GDP 增速大概率偏弱，美元预计仍有回落空间，11 月末 CNY 或小幅升至 7.02 附近。 

(联系人：秦泰/傅家范/屠强) 

 

 

山西汾酒（600809）19Q3 点评：收入与业绩继续加速增长，青花玻汾高增超市场预期 

 事件：公司发布 2019 年三季报，2019 年前三季度实现营收 91.27 亿，同比增长 25.72%，归母净利润 16.96

亿，同比增长 33.36%，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18.96 亿，同比增长 449%。19Q3 实现营收 27.49 亿，

同比增长 34.45%，归母净利润 5.06 亿，同比增长 53.62%，我们在业绩前瞻中预测公司 19Q3 收入与归母净

利润分别同比增长 28%和 50%，公司业绩增速符合我们预期。 

 投资评级与估值：由于公司业绩超预期，上调盈利预测，预测 2019-2021 年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20.58 亿、25.06

亿、29.71 亿（前次为 19.07 亿、23.47 亿、28.57 亿），同比增长 40.3%、21.8%、18.6%，当前股价对

应的 PE 分别为 35.5x、29x、25x，维持买入评级。我们看好公司的核心逻辑是：1、品牌上，汾酒是清香鼻

祖，具有深厚的品牌底蕴，品质得到行业及消费者一致认可，具备全国化的基础；2、产品上，公司实施“抓

两头，带中间”的产品战略，青花与玻汾维持高增，中长期我们看好青花成长为次高端价位段全国化大单品的

潜质，看好玻汾全国化的增长空间；3、国企改革使公司迎来重要发展机遇，公司在品牌、产品、渠道和团队

建设、激励方面已发生积极变化，并且注重发展的质量和过程，改革红利将持续释放，激发中长期增长潜力。 

 青花与玻汾维持高增，19Q3 收入增长加速。19Q3 营收增长 34.45%，增速环比加速。结合渠道反馈，19Q3

青花明显加速增长，玻汾维持高增，巴拿马金奖得以恢复也实现高增，老白汾增长乏力。19Q3 青花增长加速，

主因在二季度库存消化较充分的情况下渠道回款积极，青花 20 中秋旺季动销较快，青花 30 停货挺价，2019

年是汾酒青花控货挺价非常成功的一年，公司准确把握了市场节奏，顺利实现了量价齐升。由于青花具备全国

化的品牌基因与良好的品质，青花 20 占位 300-400 元次高端刚需价格带，青花 30 占位 600-800 元次高端

空白价格带，青花中国装拉升品牌价值，我们始终看好青花成长为次高端价位段全国化大单品的潜质。玻汾的

持续高增主因今年玻汾的“山西模式”逐步向河南、河北等强势市场复制，玻汾强大的品牌力与纯粮固态发酵

的品质赋予其在百元价位带以下极强的竞争力，具备持续放量和成长为大单品的能力。巴拿马金奖 20 去年底

换装提价，初期消费者不接受新产品，同时有老包装库存，今年上半年巴拿马金奖 20 增长缓慢，到 19Q3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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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明显回升，一方面老品库存消化完毕，另一方面消费者逐步接受新产品，巴拿马金奖 20 量价均明显恢复。

老白汾处于 100-200 元竞争激烈的大众消费价格带，今年基本维持相对平稳的增长。展望全年，公司“抓两头，

带中间”战略成效显著，预计青花与玻汾均将实现 30%以上高增，腰部产品巴拿马金奖与老白汾维持两位数稳

定增长。 

 省外收入占比超过省内，全国化空间已经打开。分区域看，19 年前三季度，省内市场收入 41.57 亿，同比增长

8%，省外市场收入 45.68 亿，同比增长 68%，占比 51%，占比提升 11 个百分点，省外市场收入占比超过省

内，汾酒的全国化成效凸显。结合渠道反馈，仅考虑汾酒产品，19Q3 山西省内仍然维持了 15%左右的增长，

主要靠巴拿马金奖 20 的量价齐升与青花 30 放量。省内市场在经过过去两年高增长后增速放缓，山西省只有汾

酒一个强势品牌，汾酒处于绝对的龙头和垄断地位，占有率达到 70%左右。近几年汾酒省内增长主要受益于山

西省的消费升级，2017-2018 年金奖 20 在省内的升级非常顺畅，2019 年青花 30 开始放量，未来省内仍然有

增长空间。2019 年公司确定了“13313”的市场格局，19 年省外市场快速增长。结合渠道反馈，19Q3 河南

与山东市场增长放缓，北京天津市场有明显恢复。当前汾酒的全国化布局基本已经初步完成，但省外收入仍然

主要靠三大重点板块市场贡献，多数市场处于起步阶段，汾酒未来全国化的空间仍然巨大。 

 19Q3 利润增速明显快于收入增速，净利率提升主因销售费用率大幅下降。19Q3 归母净利润 5.06 亿，同比增

长 53.62%，利润增速明显加速，且明显超收入增速。19Q3 销售净利率 19.87%，同比提升 1.47 个百分点，

净利率提升主因销售费用率大幅下降。19Q3 毛利率 63.93%，同比下降 4.94 个百分点，毛利率下降主因并入

系集团其他酒类资产以及玻汾占比提升，税率 19%，同比提升 1.53 个百分点，税率提升主因玻汾放量带来从

量税增加，销售费用率 10.31%，同比下降 7.5 个百分点，主因二季度预提的销售费用在三季度有所确认（我

们在中报点评中预计下半年销售费用率将有所下降）。管理费用率（含研发费用）7.32%，同比提升 0.27 个百

分点。 

 预收款环比增长，现金流增速与收入增速基本一致。19Q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2.05 亿，同比下降44.76%，

其中，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29.59 亿，同比增长 31.16%，现金流增速基本与收入增速一致。19Q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同比大幅下降主因：1、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同比增长 81.05%，主要

是支付和确认时点影响；2、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同比增长 121%，主因扩产能带来投入增加。19

年三季度末预收款 18.41 亿，环比增加 3.6 亿，去年同期预收款下降 0.33 亿，考虑预收款变动，19Q3 收入增

速超 50%。 

 股价表现的催化剂：业绩超预期 

 核心假设风险：经济下行影响中高端白酒需求          

(联系人：吕昌/周缘) 

 

顺丰控股（002352）三季报点评：成本与费用端继续改善，带动业绩超预期 

 事件：顺丰控股发布 2019 年三季报。2019 年前三个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787.70 亿元，同比增长 20.4%；归母

净利润 43.11 亿元，同比增长 44.48%。 

 业绩增速继续环比改善明显，超市场预期。从分季度来看，2018Q4、2019Q1、2019Q2 扣非净利润的增速分

别为-36.9%、-6.8%、25.2%、61.6%。2019Q3 业绩增速超预期的原因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期间费用控制

渐出成效，如销售费用率从去年同期的 2.13%下降至 1.89%，管理费用率（含研发费用）从去年同期的 10.64%

下降至 10%，管理费用与销售费用的优化为三季度扣非净利润贡献了约 14 个百分点的增速；另一个则是成本

端的 持续优化，以干线运输为例，在保证时效前提下，通过对线路整合优化，减少干线数量，装载率在 2019Q2、

2019Q3 得到持续提升。2019Q3 的毛利率则从去年同期的 17.47%提升至 18.43%，我们估算速递物流业务的

毛利率从去年同期的 17.34%提升至 1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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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期来看，2019Q4 业绩将会继续超预期。一方面，今年 5 月份顺丰针对电商大客户推出了电商特惠，有效带

动业务量增速持续提升，Q1、Q2、Q3 单量增速分别为 7.32%、10.93%、29.52%，Q4 是行业的传统旺季，

而根据天猫官网，天猫双 11 首日预售成交金额已经达到去年同期的 3 倍。在电商促销的带动下，我们预计顺

丰 Q4 的单量增速将进一步提升至 35%以上；另一方面，快递公司通常在 Q1 与 Q2 进行投入、Q3 释放新产

能以迎接旺季，以 2018Q3 为例，固定资产环比 2018Q2 增长 11.06%，但收入增长不及预期使得 2018Q3、

2018Q4 产能利用率持续下降。而 2019Q3 固定资产环比仅增长 3.42%，而收入端有希望在电商特惠件的带动

下延续高增长，对应则是 2019Q4 总体产能利用率、毛利率的继续提升。在收入增速继续环比提升、毛利率持

续改善的带动下，2019Q4 业绩将会继续超预期。 

 长期来看，当前顺丰相当于 2000-2004 年的 UPS、FedEx。UPS、FedEx 在 2000 年左右营业收入明显放缓，

然后通过收购向综合物流商转型，营业收入增速明显提升，ROE 则经历了最初 2-3 年下滑、后逐渐企稳回升的

过程。而顺丰从 2015 年开始拓展重货、冷运等新业务，在新业务培育过程中，营业收入保持高增长态势，但

是 2016-2018 年 ROE 下滑态势比较明显，随着新业务盈利能力的改善，2019 年 ROE 将会企稳回升。 

 投资建议：维持”买入“评级。我们上调 2019-2021 年盈利预测，预计 2019-2021 年净利润 62.95 亿元、73.01

亿元和 88.24 亿元（原值为 50.47 亿元、61.88 亿元、75.84 亿元），EPS 为 1.42 元、1.65 元、2.00 元，对

应 PE 为 29 倍、25 倍、20 倍。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不及预期 

(联系人：游道柱/闫海/郭晶/匡培钦) 

 

川投能源（600674）三季报点评：雅砻江投资收益减少导致利润下滑 看好中长期成长 

 公司发布 2019 年三季报。1-9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78 亿元，同比减少 3.77%。实现归母净利润 26.31

亿元，同比减少 5.08%，符合申万宏源预期。 

 雅砻江投资收益同比减少，国电大渡河改权益法核算收窄净利润降幅。前三季度因来水偏枯以及执行生态流量

“一站一策”政策，公司控股水电发电量同比减少 3.29%。市场化售电收入差异导致控股水电平均上网电价同

比减少 3.84%，量价齐降导致营业收入同比降低 3.77%。公司前三季度归母净利润同比下降 5.08%的主要减利

原因是，本期来自参股 48%的雅砻江公司的投资收益同比减少 2.46 亿元。雅砻江水电前三季度发电量同比增

长 2.94%，上网电价同比减少 7.53%。经测算，三季度单季雅砻江税后电价同比下降约 5%。电价降低导致雅

砻江前三季度实现净利润 53.8 亿元，同比减少 8.7%。主要增利原因是公司参股 10%的国电大渡河公司改权益

法核算，本期确认投资收益 8413.06 万元，去年同期无该项投资收益。 

 公开发行可转债获证监会批复，拟募资 40 亿元用于雅砻江杨房沟水电站建设。公司拟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

额40 亿元可转债，期限6 年。公司参股的雅砻江中游的杨房沟、两河口水电站（合计 450 万千瓦）预计2021-2023

年投产。雅砻江中游直流特高压送出工程采用±800 千伏直流，落地江西，已获国家发改委核准开工建设。江

西省发用电缺口持续扩大，有利保障未来雅中机组水电消纳。 

 与浙能资本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合作发展新能源。9 月公司与浙能资本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公司愿积极参与浙

能资本发起的绿色新能源产业、能源科技等其他主题的股权投资基金。待条件成熟后，双方愿意探讨公司参股

浙能资本下属的浙能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事宜。双方将持续向对方进行项目推介，通过投资等方式，围绕新

能源领域开展项目投资合作。 

 集团水电资产注入在即。川投集团明确公司作为川投集团下属清洁能源平台，为解决同业竞争问题，已将 8 家

同业竞争企业股权以托管的方式交由公司经营管理。集团目前已经启动其中两家盈利公司（四川省紫坪铺开发、

嘉陵江亭子口水利水电）的注入程序，紫坪铺开发和亭子口水电 2018 年分别实现净利润 0.44 亿元、2.74 亿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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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利预测与评级：考虑雅砻江电价下降，我们下调公司 2019-2021 年归母净利润预测分别为 32.86、33.74 和

34.41 亿元（调整前分别为 36.88、37.25、37.61 亿元），当前股价对应 PE 13、13 和 12 倍。雅砻江业绩稳

定且中长期具备成长潜力，中游电站首台机组投产时间临近，维持“买入”评级。 

(联系人：刘晓宁/王璐/查浩/邹佩轩) 

 

阳光城（000671）三季报点评——股权转让落地、经营指标持续好转 

 公司收入和利润高速增长，符合预期。公司 2019Q3 实现营业收入 320.3 亿元，同比增长 23.5%；归母净利润

22.5 亿元，同比增长 42.6%；综合销售毛利率 28.4%，较上年同期增加 2.1 个百分点。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较上年同期增加 2.8 个百分点至 10.6%。1-9 月公司投资收益增长较快，为 7.9 亿，较上年同期增加 92.7%，

其中对合营联营企业的投资收益达 5.8 亿。公司 2019 年前三季度业绩高增，各项财务指标持续好转。 

 销售增长较快，投资趋于稳健。2019 年 1-9 月公司全口径销售额达到 1502.0 亿元，同比增长 38.4%，在行业

整体销售有所下滑的情况下依然保持较快增长，克而瑞排名 13 位。公司 1-9 月权益拿地金额 342.2 亿，占同

期权益销售额的 35.1%，预计货值 943.2 亿元，略低于同期销售金额，平均楼面价格 5480.5 元，是预计销售

价格的 44.0%，地售比良好，安全边际较高，同时布局趋于二线及长三角珠三角等都市圈内城市。 

 业绩保障性继续加强。截至 9 月底，公司预收款项 882.1 亿元，同比增长 21.6%，是 2018 年结算金额的 1.56

倍，同时考虑到公司经营效率逐步提升，毛利率处于上升趋势，2019 年业绩保障性进一步增强。截至 2019H1，

公司累计土地储备总计 4396.4 万平（预计货值 5466.8 亿），可供持续销售 2 年以上，其中一二线城市预计未

来可售货值占比 85.9%（土地储备面积占比 76.2%），累计成本地价 4322.2 元/平，仅占公司 2018 年销售均

价的 32.8%。 

 现金流状况改善，杠杆率下降。截至 9 月底，公司有息负债规模 1131.8 亿，规模保持平稳，其中短期有息债务

规模 314.4 亿元，占有息负债比例较去年年末下降 15.0 个百分点至 27.8%，负债结构持续优化。同时，公司资

产负债率 84.4%，较去年同期减少 1.2 个百分点；剔除预收款项后的资产负债率为 56.0%，较去年同期减少 2.1

个百分点；降低净负债率至 142.2%，较去年同期下降 65.6 个百分点。公司现金流改善，实现经营性净现金流

入 113.1 亿元，继续为正，货币资金 443.3 亿元，足够覆盖 314.4 亿元的短期有息负债。 

 中民投股权转让落地。公司公告福建捷成受让中民嘉业持有的上海嘉闻 50%股权，合并持有上海嘉闻 100%股

权，从而间接持有阳光城总股本的 17.29%，中民嘉业及福建捷成按照公司每股 6.16 元的价格为原则进行协商。

目前福建捷成未有任何明确减持计划。 

 维持增持评级，维持盈利预测。公司目前近 5500 亿货值，86%位于一二线，安全性高，中民投减持担忧化解。

公司管理的精细化和标准化不断推进带来效率的全面改善。公司销售和业绩弹性有望在近两年释放。维持增持

评级，维持盈利预测。预计 2019-2021 年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43.9 亿元/59.1/76.1 亿元，对应归母净利

润增速：45.4%/34.7%/28.7%，对应 EPS：1.08 元/1.46 元/1.88 元。当前价格对应的 PE 为 6.1X、4.5X、3.5X。 

(联系人：曹一凡) 

 

视源股份（002841）三季报点评：净利润表现接近预告上限，收入继续承压 

 净利润表现优异接近预告上限，收入继续低预期。2019Q3 公司实现收入 57.96 亿，同比增长 0.22%，实现净

利润 8.49 亿，同比增长 82.79%；20191-3Q 实现收入 130 亿，同比增长 8.32%，实现净利润 14.13 亿，同

比增长 66.32%。净利润表现接近此前预告的上限，但是收入增速继续承压低于预期。同时公司预告 2019 年

全年可实现净利润 14.56-17.07 亿，同比增长 45%-70%，全年净利润预告符合预期。 

 三季度旺季不旺，我们预计板卡、教育业务不同程度承压，会议、海外业务保持健康增长。三季度为旺季，尤

其是教育业务，Q3 单季度净利润可占全年的一半。收入端，公司板卡和会议平板业务增速有所放缓，但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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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正增长；其他综合业务上半年就表现优异，继续维持；教育平板业务由于渗透率较高、招投标经费等外部

环境因素增速进一步放缓。 

 继续受益于成本降价，毛利率净利率进一步提高，是盈利高增长的核心原因。三季报毛利率为 27.91%，环比

半年报提高 1.92 个百分点，同比提高 6.96 个百分点。销售费用率和管理费用率较半年报分别降低 0.19 个百分

点、1.07 个百分点，同比上升 1.48 个百分点、2.37 个百分点。净利率为达到历史高分 10.93%，环比半年报

提升 3.05 个百分点，同比提高 3.51 个百分点。 

 先行指标预收账款和应收账款，增速较低。公司的商业模式，对下游客户是订金+现金交付制度，预收账款一

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在手订单。同时对上游供应商，公司有一定账期，应付账款可以反映同上游采购端发生的业

务体量。2019Q3 期末，公司预收账款为 9.78 亿，同比提高 5.16%。应付账款与应付票据合计 32.49 亿，同

比增长 3.2%。此两项数据由中报的负增长转为微增长，说明储备业务订单有所好转但仍压力较大。 

 维持盈利预测，维持增持评级。公司财务表现继续维持半年报的趋势。展望明年，收入端承压，毛利率改善空

间削弱，我们对明年增速相对较为谨慎。基于公司优秀的文化和管理层，以及逆势增长的能力，我们仍然长期

看好。我们预测 2019-2021 年净利润为 16.0 亿、18.53 亿、21.79 亿，对应 PE 为 39、34、29 倍，维持增持

评级。 

(联系人：马晓天) 

 

中国建筑（601668）2019 年三季报点评：建筑新签订单好转，地产销售结算快速增长 

 公司 2019 年前三季度收入增速 15.8%，归母净利润增速 9.8%，符合我们的预期，收入增速高于归母净利润

增速主要归因于降杠杆推进引致少数股东损益大幅增加。2019 年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9736 亿，同比

增长 15.8%，实现归母净利润 300 亿元，同比增长 9.8%。其中 19Q3 单季实现营收 2882 亿，同比增长 14.6%，

实现净利润 96.7 亿，同比增长 18.5%。 

 地产业务结算释放大量收入利润。分业务来看，房建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6018 亿元，同比增长 15.3%，占比较

去年同期降低 0.39 个百分点至 61.8%，毛利率下滑 0.4 个百分点至 5.5%；基建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2208 亿元，

同比增长 14.3%，占比降低 0.32 个百分点至 22.7%，毛利率同比降低 0.5 个百分点至 7.9%；房地产实现营业

收入 1450 亿元，同比增长 22.8%，占比提升 0.79 个百分点至 14.9%，毛利率同比降 0.5 个百分点至 32.0%，

仍然维持 30%以上较高水平，毛利润贡献比例提升 1.4 个百分点至 45.8%；勘察设计实现营业收入 64 亿元，

同比增长 14.6%，毛利率同比增加 0.7 个百分点至 17.3%。 

 前三季度综合毛利率小幅微降 0.06 个百分点，期间费用率（含研发费用）提升 0.06 个百分点，地产业务存货

跌价准备转回转销带动资产减值减少，综合影响下净利率微增 0.02 个百分点，但少数股东损益大幅增加使得

归母净利润率降低 0.17 个百分点。2019 前三季度公司综合毛利率为 10.4%，同比下滑 0.06 个百分点，主要

系建筑和地产业务毛利率均有一定下降所致。加回研发费用，期间费用率同比提升 0.06 个百分点至 3.59%，

其中销售费用率为 0.3%，同比小幅增加 0.02 个百分点，主要系地产销售加大广告投入费用同比增长24%所致；

管理费用率降低 0.04 个百分点至 1.9%，研发费用率为 0.59%，同比增加 0.44 个百分点；往来折现减少、保

理手续费计入投资收益使得财务费用率同比降低 0.37 个百分点至 0.78%。公司资产及信用减值损失占营业收

入比重同比减少 0.2 个百分点至 0.07%，综合影响下净利率提升 0.02 个百分点至 3.59%，但前三季度产生少

数股东损益 141 亿元，同比增长 33.7%，使得归母净利润率降低 0.17 个百分点。 

 业务规模增长叠加降杠杆、支持民企清欠工作，经营性现金流出增加。公司 2019 前三季度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净额为-1067 亿元，同比多流出 417 亿元。前三季度收现比 113%，较去年同期提升 12.6 个百分点，公司应

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较 18 年末减少 156 亿元，考虑到会计准则调整，（合同资产+存货）增加 947 亿元（调整

18 年末数据），（预收款+合同负债）减少 231 亿元，长期应收款减少 1145 亿元，其他非流动资产增加 1441

亿元；付现比 128%，同比大幅增加 19.7 个百分点，主要系公司持续推进减负债降杠杆和民营企业清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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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致，其中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较 18 年末减少 236 亿元，预付款增加 4.33 亿元。截至 9 月末，公司资产负债

率较 18 年末下降 0.9 个百分点至 76.0%。 

 在手订单充沛，建筑行业集中度持续提升，地产业务土储优质操盘能力强，具备强扩张能力。19 年前三季度公

司建筑业务新签合同额 1.77 万亿，同比增长 6.3%，其中房建业务新签 1.44 万亿（同比+17.2%），基建业务

新签合同 3219 亿元（同比-24.8%），降幅较上半年收窄 12.6个百分点，勘察设计新签合同 86 亿元（同比-1.9%）。

公司房屋施工面积占比逐年提升，从 09 年至 19 年 6 月末已提升 7.2 个百分点至 11.7%，存量经济下，龙头

效应不断凸显，当前施工景气度较高，公司凭借绝对优势可有效抢占房建业务头部订单，有望实现质、量齐升。

地产业务 1-9 月实现销售额 2699 亿元（同比+30.4%），销售面积 1568 万方（同比+16.2%），其中中海地

产（含中海宏洋）销售额同比增长 28.2%，开启扩张之路，且兼顾高利率水平，中海 19 年 6 月末净负债率约

为 31%，未来具备较强扩张能力。截至 19 年 9 月末，公司地产业务土储充足，约为 9695 万方，是 18 年销

售面积的 4.7 倍，且存货超六成集中在一线和省会城市，具备优良市场环境。 

 维持盈利预测，维持“买入”评级：预计公司 19-21 年净利润分别为 439.4 亿/500.9 亿/551.0 亿，增速分别

为 15%/14%/10%，对应 PE 分别为 5.2X/4.6X/4.1X，维持“买入”评级。 

(联系人：李峙屹/黄颖) 

 

金螳螂（002081）2019 年三季报点评：业绩增长符合预期，现金流小幅改善 

 公司 2019 年前三季度净利润增速 10.5%，符合我们的预期。19 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27 亿元，同比

增长 22.7%，实现净利润 17.5 亿元，同比增长 10.5%。其中 19Q3 单季营收 89.5 亿元，同比增长 17.2%，单

季净利润 6.43 亿，同比增长 7.86%。 

 综合毛利率下滑 0.79 个百分点，费用控制较好，减值损失有所增加，使得净利润率同比下滑 0.91 个百分点。

2019 年前三季度公司综合毛利率为 18.6%，同比下滑 0.79 个百分点。考虑研发支出，期间费用率同比降低

0.27 个百分点至 8.81%，其中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研发费用增幅低于收入增速，使得费用率同比分别降低

0.40/0.11/0.11 个百分点至 2.29%/3.26%/2.82%；财务费用率较去年同期提升 0.35 个百分点至 0.44%，主要

系利息支出较去年同期增加 0.77 亿元，公司 19 年 9 月末短期借款较 18 年末减少 363 亿元，长期借款增加

469 亿元；资产及信用减值损失占营业收入比重较去年同期增加 0.42 个百分点至 0.79%，主要系应收账款较

18 年末增加 40.8 亿元计提坏账准备增加所致，综合影响下公司净利率下滑 0.91 个百分点至 7.65%。 

 收现比提升、付现比降低，经营性现金流净额同比少流出 1.27 亿元。2019 年前三季度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净额-8.09 亿，同比少流出 1.27 亿。收现比 88.8%，同比提升 1.27 个百分点，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较

18 年末增加 33.5 亿，预收款增加 1.56 亿；付现比 90.3%，同比下降 0.51 个百分点，应付票据及账款较 18

年末增加 9.07 亿，预付款项增加 1.97 亿。 

 在手量充足保障未来业绩增长。公司 2018Q1/Q2/Q3/Q4/2019Q1/Q2/Q3 单季分别新签订单 82 亿/97 亿

/106 亿/107 亿/107 亿/118 亿/110 亿，对应增速分别为 15.9%/21.2%/28.5%/28.6%/30.4%/21.1%/3.7%，

三季度单季高基数效应下增速有所放缓，但前三季度累计增速仍维持 17%的较快增长。分业务类型看，前三季

度新签公装/家装/设计订单分别为 186 亿/127 亿/22 亿，对应增速 15.6%/17.9%/29.9%，截至 19 年 9 月末

公司累计未完工订单 645 亿元，约为 2018 年收入的 2.6 倍，对未来业绩形成较强支撑。 

 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完成，充分激发核心骨干积极性。公司于 18 年 12 月 17 日向董事、高管及核心骨干人员

等 32 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 3,310 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 3.99 元/股，授予日起满 12 个月后按照

30%/30%/40%分三期解锁，对应解锁业绩条件为每年收入或净利润目标完成其一：以 2018 年营业收入为基

数，2019-2020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20%/40%/60%；以 2018 年净利润为基数，2019-2020 年净利

润增长率不低于 15%/30%/45%，其中“净利润”为扣非净利润但剔除本次及其他激励计划股份支付费用影

响的数值作为计算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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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持盈利预测，维持“买入”评级：预计公司 19-21 年净利润分别为 24.00 亿/27.36 亿/31.19 亿，增速分别

为 13%/14%/14%，对应 PE 分别为 9X/8X/7X，维持“买入”评级。 

(联系人：李峙屹/黄颖) 

 

星宇股份（601799）三季报点评：配套轩逸三季度纯增量，利润增速超市场预期，业绩确定性进

一步获验证 

 事件：公司公布 2019 年三季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 41.1 亿元，同比增长 10.2%，实现归母净利润 5.3 亿元，

同比增长 21.0%。其中 Q3 单季度营收同比增长 9.7%，归母净利润增长 37.9%，超市场预期。 

 三季度配套轩逸获纯增量，单季度利润增速超市场预期。“价升”驱动毛利率提升持续兑现，业绩确定性进一

步得到验证。2019Q3 公司单季度实现营收 14.0 亿元，同比增长 9.7%，实现归母净利润 1.9 亿元，环比增长

13.6%，同比增长 37.9%，业绩增速超市场预期。主要系公司新配套十四代轩逸三季度上市，Q3 配套产量 6.8

万辆，同时现有配套车型中宝来三季度产量 8.7 万辆同比增长 66%，2019Q1 新配套速腾较同期持续贡献 LED

灯价升增量，三者 Q3 合计贡献约 2 亿元营收增量。 

 净利润率随毛利持续提升，三费保持平稳。2019Q3 公司净利润率持续提升至 13.7%，环比上升 0.5pct，主要

受毛利率环比提升 0.6pct 促进。公司 2019Q3 三费保持平稳，销售/管理费用率分别微降至 2.71%/2.59%，研

发/财务费用率微升至 3.54%/0.17%。公司三季度资本开支 1.7 亿用于项目建设支出，投资性净现金净流出金

额同比增长 18.6%，主要系公司对智能产业园一期的持续投入，而佛山二期已于年中竣工。 

 日系渗透率上升+国际化全球布局，未来三年业绩有望保持 30%复合增速。①公司日系渗透率提升空间与确定

性皆具备，公司从 2012-2019 年历时 8 年在一汽大众（年销量 140 万）的份额从 0%增长到 40%。而目前在

日系的收入不到 10 亿元（以 2018 年为例），前照灯中仅配套一汽丰田卡罗拉、日产启辰等车型，销量份额比

在 10%左右。2019 年新获轩逸（三季度已配套）、汉兰达、X-RV、致炫等日系订单已经证明了公司渗透日

系品牌的竞争力。若未来日系渗透率能到 40%，那么收入有望增加 40 亿-50 亿元，高速增长持续性强。②塞

尔维亚工厂将打开全球业务，公司拟投资 6000 万欧元在塞尔维亚建厂，预计于 2023 年 1 月最终形成 570 万

只车灯产能的厂房，年销售额 1.24 亿欧元。该投资是公司首次正式在海外投建工厂，有助于公司进一步提高在

宝马等有海外设厂要求客户的产品渗透率。综合来看，公司未来 3 年有望凭日系渗透率上升+全球化配套实现

翻番增长。 

 维持盈利预测，维持买入评级。我们预计公司 2019-2021 年实现营收 60.55、77.90、98.72 亿元，实现净

利润 8.07、10.52、13.39 亿元，对应 PE 估值为 27 倍、20 倍及 16 倍。 

(联系人：宋亭亭/竺绍迪/沈安琪) 

 

水井坊（600779）19Q3 点评：高档酒收入增速略放缓，业绩增速超预期 

 事件：公司发布 2019 年三季报，前三季度实现营收 26.51 亿，同比增长 23.93%，实现归母净利润 6.39 亿，

同比增长 38.13%。19Q3 实现营收 9.61 亿，同比增长 19.71%；实现归母净利润 3 亿，同比增长 53.41%。

我们在业绩前瞻中预测公司 19Q3 收入与净利润增速分别为 22%和 25%，公司业绩增速超预期。 

 投资评级与估值：由于公司业绩增速超预期，上调盈利预测，预测 2019-2021 年 EPS 分别为 1.6 元、2 元、

2.4 元（前次为 1.52 元、1.9 元、2.3 元），同比增长 35%、25%、20%，当前股价对应的 PE 分别为 29x、

23x、19x，维持增持评级。公司管理层具备丰富的外资快消品管理经验，有助于公司保持良性、可持续增长。

长期看，凭借帝亚吉欧的股东背景，外企市场化的机制和消费升级的大趋势，公司在次高端领域依然具备较大

的成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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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Q3 高档酒收入同比增长 19.71%，增速略有放缓。公司前三季度实现营收 26.51 亿，剔除散酒后营业收入

26.07 亿，同比增长 23%，主要得益于分销网络扩张和持续高端化带来的销量的增长。拆量价看，前三季度白

酒销量 6626 吨，同比增长 24%，吨价略有下滑，主因结构变化，其中 600 元以上产品收入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16%，300-600 元产品线同比增长 27%。19Q3 公司实现营收 9.61 亿，同比增长 19.71%，其中，高档酒营

收 9.36 亿，同比增长 19.16%，中档酒营收 2465 万，同比增长 85.08%，19Q3 高档酒增速略有放缓，主要

受经济大环境影响、高端产品由于销售方式存在一定问题铺货后动销放缓、次高端板块竞争加剧。19Q3 高档

酒收入占比 97.43%，同比下降 0.9pct，高档酒收入占比下降主因中档酒销售增加。分区域看，19Q3 北区、

东区、南区、中区、西区五大区营收分别为 1.6 亿、2.6 亿、1.2 亿、1.5 亿、1.8 亿，同比增速分别为 32%、

14%、34%、1%、24%，占比分别为 17%、27%、12%、16%、19%。 

 19Q3 净利率大幅提升，主因销售费用率大幅下降。19Q3 销售净利率 31.19%，同比提升 6.85pct，净利率上

升主因毛利率提升销售费用率下降。19Q3 销售毛利率 83.01%，同比提升 0.72pct，其中，高档、中档酒毛利

率分别同比提升 0.44pct 和 2.38pct。销售费用率 22.95%，同比下降 5.84 个百分点，销售费用率大幅下降主

因公司策略上对三季度费用投放进行了调整。管理费用率（含研发费用）6.72%，同比下降 1.73pct，主要系

公司自身规模效应所致。税率 15.35%，同比提升 2.03 个百分点，属正常的季度波动。19Q3 其他收入 0.29

亿，增加了 2030 万，主要是本期收到产业发展扶持资金增加。 

 现金流增速快于收入增速，预收款环比增加。19Q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2.15 亿，同比增长 35.59%。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0.94 亿，同比增长 34.29%，现金流增速快于收入增速主因预收款变动，19Q3

预收款环比增加 2200 万，18Q3 预收款环比增加 400 万。 

 股价表现的催化剂：收入利润增长超预期 

 核心假设风险：经济下行影响中高端白酒需求  

(联系人：吕昌/周缘) 

 

福斯特（603806）2019 三季报点评：胶膜单季销量及平均单价持续增长，新材料业务放量 

 公司公告：2019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45.9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34.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92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70.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92 亿元，较上年同

期增长 63.73%。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5 亿元，去年同期为负。其中三季度单季实现收入 16.12 亿

元，同比增长 32%，归母净利润 1.94 亿元，同比增长 59%。符合预期。 

 EVA 胶膜产品单季销量及平均单价持续增长。从公司主要业务发展来看，前三季度公司供销售光伏胶膜 5.47

亿平米，同比增长 30%，胶膜业务实现收入 40.83 亿元，其中单季度销量 1.92 亿平米，2019Q3 销量增长 30.2%；

前三季度背板销量 3699 万平米，实现收入 3.96 亿元，其中三季度销量 1230 万平米，同比持平，环比略有下

滑。公司盈利能力稳定，毛利率及费用率稳定。前三季度毛利率 19.72%，较去年同期下滑 0.04pct，期间费用

率 6.91%，较去年同期减少 0.33pct。 

 其他业务收入 1.11 亿元，主要为新材料相关产品。并且公司通过发行可转债方式进行募资扩产，目前已经获

得证监会核准批复，募集资金 11 亿元，用于扩建 2.5 亿平米白色 EVA 胶膜技改，2 亿平米 POE 封装胶膜及

2.16 亿平米感光干膜项目，我们认为，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进一步扩建高端 EVA 胶膜产品，并持续拓展

新材料业务布局，包括感光干膜、铝塑复合膜、FCCL 产品等。预计后续有望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 

 EVA 龙头企业，白色 EVA 及 POE 胶膜有助结构改善，布局新材料业务已逐步放量。维持盈利预测，预计

2019-2021 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分别为 7.93、9.15、11.01 亿元，全面摊薄每股 EPS 分别为 1.52、1.75

和 2.11 元，对应 PE 为 27、23 和 19 倍，维持“增持”评级。 

(联系人：任慕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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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电源（300274）三季报点评：业绩低于申万宏源预期，系统集成业务受益国内光伏装机启动 

 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26 日发布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第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27.22 亿元，同比增

长 55.5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2 亿元，同比减少 1.07%。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71.84

亿元，同比增长 27.2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54 亿元，同比减少 8.69%。 

 业绩低于申万宏源预期，财务费用大幅降低。第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27.22 亿元，同比增长 55.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2 亿元，同比减少 1.07%。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71.84 亿元，同比

增长 27.2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54 亿元，同比减少 8.69%。业绩下滑的主要原因是今年国内光

伏装机不达预期，系统集成业务交付较少。前三季度公司研发费用本期金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38.95%，主要系本

期研发人员薪酬及研发原材料投入增加较多所致。财务费用本期金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94.10%，主要系汇兑收益

大幅度增加。 

 海外市场爆发带动逆变器出货提升。公司是全球光伏逆变器的龙头企业，2016-2018 三年间，海外出货量分别

为 1.22GW、3.30GW、4.80GW，复合增长率高达 98.35%。2019 上半年，面向海外市场日益升级的需求，

公司有针对性推出多款新品，覆盖户用、工商业、大型地面电站等市场。在国内装机颇为惨淡的背景下，公司

上半年光伏逆变器业务营收逆势增长 1.27%至 16.65 亿元。针对平价竞价项目，公司推出了全球单机功率最大

1500V 组串逆变器 SG225HX，随着光伏平价上网大潮在全球范围内推进，光伏海外市场需求不断提升。 

 电站集成增速提升，储能进入全面爆发。公司近年来不断拓展电站业务，根据国家能源局公布的相关数据，公

司竞价项目共计中标 1570MW，若叠加首批平价项目 860MW，将共获得 2430MW 的电站项目。公司的新能

源电源变换技术、储能技术应用广泛。根据 CNESA 的相关数据，公司 2018 年储能变流器装机规模位于全球第

一。公司所参与的储能系统集成项目数量已超 800 个，累计供应约 720 套储能项目，可用于辅助新能源并网、

微电网等一系列方案。 

 下调盈利预测,维持”买入”评级:公司是全球光伏逆变器龙头,有望直接受益全球光伏装机提升。我们下调盈利预

测，预计公司 19-21 年公司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9.51 亿元、11.75 亿元和 14.13 亿元（下调前分别为 10.29 亿元、

12.69、15.14 亿元），对应的 EPS 分别为 0.65、0.81、0.97 元/股。目前股价对应 19-21 年 PE 分别为 15、12

和 10 倍，维持”买入”评级。 

 风险提升：国内光伏装机不达预期；逆变器销量不达预期。 

(联系人：韩启明/郑嘉伟/张雷/刘爽) 

 

鼎龙股份（300054）三季报点评：环保停产影响、费用率增加、硒鼓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公司

业绩不及预期 

公司发布 2019 年三季报：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7.96 亿元（YoY -19.4%），归母净利润 1.76 亿元（YoY -23.2%），

扣非后归母净利润 1.51 亿元（YoY -32.2%）。其中 Q3 营业收入 2.38 亿元（YoY -24.8%，QoQ -17.4%），归

母净利润 0.36 亿元（YoY -63.7%，QoQ -59.1%），扣非后归母净利润 0.34 万元（YoY -63.7%，QoQ -48.9%)，

业绩低于预期。同时公司预计全年净利润存在同比下降风险。此外公司拟使用人民币 1-2 亿元的自有资金回购公司

股份，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 （不低于人民币 0.5 亿元，且不超过人民币 1 亿元）、转换上市公司发

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不低于人民币 0.5 亿元，且不超过人民币 1 亿元）。 

 环保停产影响、费用率增加、硒鼓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公司业绩不及预期。公司前三季度营收和归母净利润

同比下滑，且 Q3 单季度同比环比均出现较大下降，业绩低于预期。主要原因为：一是公司因环保因素进行停

产整改，导致公司的产品结构、市场在三季度发生了阶段性变化，影响了当期相关产品收入及利润。现已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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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逐步恢复生产。二是公司继续加大了对 CMP 等新项目的研发费用开支以及市场拓展费用，相关业务也

随着公司的持续投入及全力推动逐步取得成效，同时本期的并购重组事项致使本期各项期间费用较上年同期有

所增加；三是公司加快了在硒鼓行业的整合及产业布局，致使相关产品价格波动从而导致公司硒鼓收入及利润

同比下降。毛利率方面，前三季度销售毛利率 37.51%，同比基本持平，Q3 单季度为 34.12%，环比下降 3.6 pct。

费用方面，公司期间费用率整体上升 6.9 pct，其中销售、管理、研发、财务费用率分别上升 1.3、1.8、2.7、

1.1 pct。 

 拟收购国内最大再生墨盒制造商，进一步完善打印耗材产业链。公司为深入拓展打印耗材领域业务，公司正通

过实施并购和投资方式布局再生墨盒业务， 打破在通用耗材成品领域只有硒鼓没有墨盒的局面。公司以增资及

股权转让相结合的方式已经取得优秀再生墨盒供应商珠海市天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2%股权；同时于 2019 年

6 月启动重组，拟通过发股及现金支付方式以 2.48 亿元收购全球领先、国内最大且自动化专业能力行业领先的

再生墨盒生产商北海绩迅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59%股权，本次交易后，公司将成为全球领先的再生墨盒制造商，

进一步促进公司在打印耗材产业链闭环的形成。硒鼓企业面向激光打印机市场，北海绩迅面向喷墨打印机市场，

而硒鼓及墨盒产品可以借助上游碳粉、芯片产品的优势迅速打开市场，亦可以带动上游碳粉、芯片产品的销售，

真正实现产业联动，巩固上市公司在打印耗材行业的产业地位。北海绩迅承诺 2019-21 年实现净利润不低于

4800、5760、6912 万元，将进一步提升上市公司的营收规模和净利润水平。 

 CMP 抛光垫产品、技术再获认可，“芯”“屏”核心材料加速推进。公司 2013 年开始 CMP 抛光垫研发，2018

年 1 月控股时代立夫，成为国内 CMP 抛光垫自主国产化唯一核心企业。目前八寸主流晶圆厂已在全面测试鼎

汇产品，已有订单客户的持续放量叠加新增客户需求，未来一年公司产品有望实现在八寸晶圆厂的业绩突破。

另外，国内十二寸主流晶圆厂也已开始全面测试鼎汇的抛光垫产品，且于上半年已取得十二寸客户的第一张订

单，下半年预计将是十二寸客户订单的收获期。此外武汉柔显柔性 PI 浆料方面，1000 吨产能预计年底达到量

产能力，产品先后在国内知名面板厂商 G4.5 以及 G6 线开始并部分完成全流程验证。由于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加

强，下游半导体及面板客户国产化替代意愿强烈，公司“芯”“屏”核心材料加速推进。 

 投资建议：维持“增持”评级，暂不考虑收购，由于费用增加及硒鼓价格下降，下调盈利预测，预计 2019-21

年归母净利润 2.46、2.81、3.61 亿元（原值 3.57、4.41、5.77 亿元），对应 EPS 0.26、0.29、0.37 元，PE 35X、

30X、24X。 

 风险提示：1）产品价格波动的风险；2）CMP 及 PI 项目进展不及预期；3）收购进展不及预期 

(联系人：沈衡/宋涛) 

 

景旺电子（603228）三季报点评：三季报营收增长 24.5%，盈利能力有待提升 

 三季报：景旺前三季度营收 45.3 亿元，同比增长 24.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3 亿，同比增长 0.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7 亿元，同比下降 4.7%。 

 Q3 营收同比增长 23%符合预期，新厂整合致毛利率环降 1pct。公司 Q3 营收 16.8 亿元，同比增长 23%，主

要系江西景旺二期项目产量增加及合并景旺柔性收入（上半年 1.52 亿）所致。由于景旺柔性处于整合阶段，且

硬板下游消费电子景气度不高，导致综合毛利率由 19Q1 的 29.9%下降至 19Q3 的 26%。 

 营运质量优良。前三季度经营性现金流净额 7.6 亿元，高于同期归母净利润 6.4 亿，与净利润表现匹配度高。存

货周转率由去年同期的 2.88 小幅下降至 2.76。固定资产周转率由去年同期的 2.67 降至 1.86，主要是由于固定

资产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系江西二期项目投产转固及去年四季度并购景旺柔性（6.7 亿资产）所致。公司为国

内线路板行业精细化管理龙头，良率、成本控制都保持业内领先。2013-2018 年，公司产能利用率达 86%-95%，

表明景旺电子的资产使用效率、产品与资产匹配程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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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调盈利预测，维持买入评级。由于三季报毛利率略低于预期，将 2019/2020/2021 年归母净利润预测从

10.8/13.3/16.4 亿元下调至 9.9/11.7/14.3 亿元，2019/2020PE 仅 28/24X，看好公司软板业务盈利潜力，维

持买入评级。 

(联系人：杨海燕/骆思远) 

 

国瓷材料（300285）三季报点评：Q3 齿科材料及 MLCC 粉体销量环比回落，Q4 将迎改善 

公司发布 2019 年三季报：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15.37 亿元（YoY +21.1%），归母净利润 3.59 亿元（YoY -9.2%)，

扣非后归母净利润 3.46 亿元（YoY +29.8%）。其中 Q3 营业收入 5.05 亿元（YoY +5.4%，QoQ -10.9%），归

母净利润 1.11 亿元（YoY -3.4%，QoQ -13.3%），扣非后归母净利润 1.05 亿元（YoY -4.6%，QoQ -16.7%）。

业绩符合预期，三季度营收和归母净利润环比下滑，主要是由于受下游 MLCC 客户去库存影响，公司 MLCC 粉体环

比出现较大下滑，此外爱尔创上半年积极促销导致二季度基数较高，三季度经营情况有所回落。公司前三季度销售

毛利率 47.98%，同比上升 4.4 pct；Q3 销售毛利率 45.04%，同比下降 0.8 pct，环比下降 3.7 pct。 

 MLCC 行业库存消化到位，汽车电子、5G 等新兴应用拉动长期需求增长。2018 年四季度以来消费电子的低迷

以及下游 MLCC 库存较高，导致今年前三季度下游 MLCC 企业持续去库存，公司在三季度受下游去库存影响

较大，销量出现下滑。目前看下游库存消化基本到位，需求底部回暖。长期看，汽车电子、5G 等新兴应用拉

动 MLCC 需求增长，三星电机、村田等 MLCC 巨头持续扩产，保障 MLCC 粉体中长期需求。 

 蜂窝陶瓷国六认证顺利，下半年开始逐渐放量。上半年公司催化材料蜂窝陶瓷正在切入国六应用的换挡期，导

致王子制陶业绩并无明显增长。公司在汽油机方面，GPF 公告进展顺利，下半年开始发货数量正在逐步增长，

柴油机方面，直通式载体 （SCR/DOC）及壁流式载体（DPF）都已进入国六、T4 验证阶段，并取得了阶段性

的结果。随着国六产品的陆续释放，公司蜂窝陶瓷业务发展将逐渐加速。此外蜂窝陶瓷结合自身高纯超细氧化

铝业务，分子筛（江苏天诺）和铈锆固溶体（国瓷博晶）业务，有望成为能够为客户提供全系列整体汽车催化

解决方案的企业。 

 氧化锆齿科材料全产业链延伸，布局数字口腔加速爱尔创发展步伐。公司 2018 年完成对爱尔创剩余 75%股权

的收购，实现 100%控股，爱尔创于 2018 年 6 月开始并入合并报表。公司通过全资控股爱尔创实现了“纳米

氧化锆-陶瓷义齿”产品链延伸，进一步提高市场地位。同时爱尔创数字化椅旁开放系统解决方案目前已经覆盖

全国二十二个省及三个直辖市，超过两百二十余家口腔专科医院、综合医院口腔科、口腔门诊已投入使用。爱

尔创凭借其在氧化锆以及数字口腔的布局，在未来几年将获得更加快速的发展。 

 投资建议：维持“增持”评级，维持盈利预测，预计 2019-21 年归母净利润 5.00、6.57、8.48 亿元，对应 EPS 

0.52、0.68、0.88 元，PE 39X、30X、23X。 

 风险提示：王子制陶产品放量不及预期，MLCC 粉价格下跌，公司新业务整合效果不及预期。 

(联系人：沈衡/宋涛) 

 

万润股份（002643）三季报点评：业绩符合预期，OLED 材料高速成长 

公司发布 2018 年三季报：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19.43 亿元（YoY +5.0%），归母净利润 3.66 亿元（YoY +19.6%），

其中 Q3 营业收入 6.50 亿元（YoY +13.6%，QoQ +3.0%），归母净利润 1.36 亿元（YoY +19.7%，QoQ +5.4%），

业绩符合预期。 

 业绩稳健增长，OLED 材料高速成长。公司前三季度营收和归母净利润实现稳健增长，主要是受益于沸石材料

稳步放量、人民币贬值带动毛利率提升以及 OLED 材料高速成长。前三季度销售毛利率 42.45%，同比提升 3.8 

pct。公司 3350 吨/年沸石材料产能满产满销，2500 吨新产能于今年三季度进入试生产，销量同比有所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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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比增长并不明显，主要是订单交付存在季节性波动。从少数股东损益可以看出，公司 OLED 材料业务高速成

长。少数股东损益主要来自于九目化学，前三季度为 1915 万，对应九目化学前三季度净利润约 3900 万（2018

全年为 2318 万元），Q3 单季度少数股东损益 912 万元，对应净利润约 1800 万元，同比增长约 245%，环比

增加约 107%。费用率方面，公司整体期间费用率同比提升 1.4 pct，其中销售费用同比减少 1134 万元（下降

0.9 pct），管理费用增加 939 万元（上升 0.1 pct），研发费用增加 2285 万元（上升 0.9 pct），财务费用增

加 2379 万元（上升 1.3 pct）。公司三季度末在建工程 7.19 亿元，较 2018 年底增加 3.9 亿元，较半年报增

加 1.4 亿元，主要是沸石等项目建设持续推进。 

 柴油车国六标准催生国内沸石材料需求，绑定庄信万丰放量确定性高。目前全球沸石分子筛市场约 1.2 万吨，

主要应用于柴油车 SCR 尾气处理环节。随着柴油车国六排放标准的发布，重型柴油车 SCR 钒基催化剂需替换

为沸石分子筛，并且 SCR 需与 ASC 配合使用以减少过量的氨排放，ASC 也需用到分子筛材料。据我们测算，

国六标准全面实施后，国内分子筛需求将达到 1.2 万吨，仅国内增量市场便可使行业空间翻倍。公司是全球汽

车尾气净化催化剂龙头庄信万丰核心合作伙伴，依靠与龙头企业的合作，公司沸石分子筛持续放量，2018 年

产能 3350 吨，2019 年下半年 2500 吨产能投产。公司继续扩建 7000 吨/年产能（4000 吨车用，3000 吨非

车用），保障未来持续供应能力。同时产品应用领域向烟道气脱硝领域，炼油催化及挥发性有机物处理领域等

领域横向拓展，进一步打开成长空间。 

 九目化学拟股份制改造，未来发展有望进一步加速。公司此前公告控股子公司九目化学拟股份制改造并整体变

更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受益于 OLED 产业的快速发展，九目化学的 OLED 材料业务实现快速增长。为强化其在

产业中的领先优势，九目化学需持续进行研发、技术投入并扩大产能。股份制改造可为九目化学未来在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的条件下进行资本运作拓展融资渠道奠定基础，从而保障九目化学进一步加快成长步

伐。 

 投资建议：维持“增持”评级，维持盈利预测，预计 2019-21 年归母净利润 5.21、6.59、8.28 亿元，对应 EPS 

0.57、0.72、0.91 元，PE 22X、17X、14X。 

 风险提示：显示材料需求下滑，沸石材料需求不达预期，汇率大幅波动 

(联系人：沈衡/宋涛) 

 

玲珑轮胎（601966）三季报点评——产能释放叠加原材料降价，Q3业绩持续高增长 

公司公告：公司发布 2019 年三季报，1-9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25.09 亿元（YoY +13.26%），实现归母净利润

12.14 亿元（YoY +37.38%），其中 Q3 实现营业收入 42.99 亿元（YoY +10.43%，QoQ -1.77%），实现归母净

利润 4.89 亿元（YoY +35.81%，QoQ +11.13%），业绩符合预期。 

 Q3 原材料成本进一步下降，产能释放助力业绩创单季度新高。2019 年三季度公司轮胎产量为 1574.22 万条

（YoY +16.60%，QoQ +7.74%），产量增加主要受益于泰国玲珑和柳州玲珑陆续进入满负荷生产状态，产能

持续释放；尽管国内乘用车市场下滑，但公司通过积极开拓销售市场，实现销量 1470.50 万条（YoY +10.85%，

QoQ +6.82%）。Q3 公司轮胎均价较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原材料总体价格同比下降 7.70%；根据我们的价格

追踪，Q3 轮胎平均价格较 Q2 略有下降，主要原材料天然胶、合成胶、炭黑、帘子布等均价较 Q2 降低 1%、

3%、6%、5%，原材料跌价导致三季度销售毛利率进一步提升至 27.52%，同比提升 4.75 个百分点，环比提

升 1.34 个百分点。此外，三季度公司销售、管理、研发和财务费用合计支出 6.09 亿元，占营业收入比重约 14.50%，

与 Q2 基本持平。公司产销量上升，叠加原材料降价带来的毛利提升，是业绩创单季度新高的主要原因。 

 在建项目进展符合预期，为子公司提供担保加速建设。公司公告将为湖北玲珑、广西玲珑和新加坡公司分别提

供不超过 8 亿元人民币、2000 万美金或等值人民币和 2500 万美金或等值人民币的贷款担保，以满足子公司流

动资金需求、加速在建项目建设。Q3 公司 CAPEX 为 4.4 亿元，年初至今累计为 9.87 亿元，主要投向荆门项

目一期和塞尔维亚项目。预计今年 11 月，湖北荆门一期的 100 万套全钢胎、350 万套半钢胎可陆续投产，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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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将有效提升公司在华中地区的市场占有率；塞尔维亚项目也于 2019 年 3 月举行奠基仪式，该工厂拟形成 1200

万套半钢胎、160 万套全钢胎、工程胎及农用子午胎 2 万套的年产能，预计到 2020 年底一期项目投产。荆门

和塞尔维亚工厂的陆续投产将成为公司持续的成长动力。 

 配套一汽大众，持续加强品牌建设。今年公司成功配套一汽大众捷达主胎、长安福特福睿斯主胎、一汽红旗 L5

国宾车民用版缺气保用轮胎等，公司产品性能和产品档次都在快速进步。随着公司在核心技术研发、新兴市场

开拓、品牌价值打造、多元售后服务等方面的持续深耕创新，公司陆续进入奥迪、大众、通用、福特、雷诺日

产、红旗、吉利、长城等一流汽车厂的配套供应体系，体现出公司品牌力的提升和产品结构的优化。公司上半

年回购股份 2200 万股用于股权激励，提振市场信心的同时，拟给予公司骨干和核心管理、技术、研发人员部

分股权，促进员工与公司的共同成长、实现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公司控股股东玲珑集团承诺 2019 年不减持

公司股份，彰显管理层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 

 盈利预测与投资评级：上调 2019 年盈利预测至 16.00 亿元（调整前为 15.01 亿元），维持 2020-2021 年盈

利预测为实现归母净利润 17.48、20.05 亿元，对应 PE 16X/14X/13X，维持“增持”评级。 

(联系人：李楠竹/宋涛/马昕晔) 

 

申万宏源农业周报 (2019.10.21-2019.10.25)——畜禽价格迭创新高，继续看好 19Q4-20Q1 猪鸡

投资机遇 

 本周申万农林牧渔指数上涨 10.27%，同期沪深 300 指数上涨 0.71%，位列市场第 1 位。子行业方面：本周

农林牧渔子板块集体上涨，饲料、畜禽养殖、渔业领涨，分别上涨 13.43%、13.25%、11.55%。个股方面：

本周行业内涨幅前 3 的个股分别为：益生股份（32.42%）、好当家（26.09%）、正邦科技（19.85%）。跌幅

前 3 的个股分别为中粮糖业（-0.81%）、海利生物（-0.91%）、*ST 南糖（-8.73%）。本周生猪养殖板块和

白羽肉鸡养殖板块都表现抢眼，主要的催化剂仍然是畜禽价格的持续上涨，市场对于相关上市公司的业绩预期

提升所致。 

 猪价依然延续强势上涨，均价已经突破 40 元/公斤。国庆以来生猪价格大幅上涨，均价已经站上 40 元/公斤大

关。根据猪易通数据，10 月 27 日全国生猪均价约为 40.19 元/公斤，较 10 月 19 日的生猪均价约 37.39 元/

公斤上涨 2.80 元/公斤（涨幅为 7.49%）。从分区域来看，南北差距在逐步收窄，根据猪易通数据，10 月 25

日，北方黑龙江生猪均价为 38.71 元/公斤，中部河南生猪均价为 40.01 元/公斤，南方广东生猪均价为 43.33

元/公斤。与我们此前预判一致，随着复产增多，母猪紧缺的背景下商转母现象普遍增加，市场生猪供给量反而

将进一步紧张。并且随着生猪价格大幅涨价，惜售会更加明显，猪价将继续保持向上动力。而四季度又是猪肉

消费旺季，进入 12 月南方地区即将进入制作传统腊肉时间，四季度猪价仍有望继续刷新历史。从相关上市公

司业绩来看，三季度猪价快速上涨推动生猪上市公司业绩实现拐点。持续关注养猪龙头企业 19 年 Q4 及 20 年

出栏量和盈利，出栏量逐季回升，高猪价背景下四季度和 20 年一季度单季度业绩将更加靓丽。前期生猪板块

经历了较长时间的调整，继续看好四季度至明年一季度生猪板块的投资机会，重点看好生猪养殖龙头牧原股份、

温氏股份和新希望。 

 商品鸡苗价格本周再次创新高。根据鸡病专业网数据，10 月 28 日，山东肉鸡苗价格约为 12.13 元/羽，周环

比上涨 9.48%；山东肉毛鸡价格约为 6.36 元/斤，周环比上涨 3.92%。本周末山东大厂商品鸡苗报价已经上涨

至 13.40 元/羽，上游种禽环节盈利水平依然最高。鸡肉冻品价格在连续上涨后涨速有所放缓，但与猪肉相比仍

然存在明显的价格优势。屠宰企业和养殖户博弈，压低毛鸡使屠宰利润增多。库存方面：屠宰场和渠道库存依

然处于低位，高猪价支撑后期鸡肉价格。中美贸易谈判缓和，对美国禽肉解禁，影响主要在两方面：一方面美

国禽肉允许进口，但只能弥补一部分猪肉供应短缺，历史上美国对中国出口禽肉量相对有限，且主要为头、爪、

内脏等产品。此外，美国祖代鸡将允许进口，国内引种渠道增加，后期供给量会增加。但增量兑现需要过程，

祖代鸡传导至商品毛鸡供应最快需要 14 个月时间。并且进口还需要复关手续谈判等流程。允许美国禽肉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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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情绪面影响，而随着生猪价格在周末再次上涨，生猪价格继续上涨将是支撑鸡肉价格的重要因素。商品

鸡苗的持续刷新高价，体现出补栏的旺盛需求，以及对于后市白羽肉鸡行情的看好。同时，尽管父母代种鸡存

栏量有所上升，但种鸡产蛋率下降，商品鸡苗的实质性供给量没有存栏数据上升的那么明显。所以，我们预计

商品鸡苗价格四季度依然将维持高位，并且后期不排除继续刷新历史记录的可能，特别是毛鸡和鸡肉冻品价格

有望在猪肉价格大幅上涨的影响下，在四季度迭创新高。 

 投资建议：持续推荐生猪养殖和白羽肉鸡养殖板块，关注动保板块。公司推荐：动保：中牧股份、生物股份、

普莱柯等；生猪养殖：牧原股份、温氏股份、新希望，肉鸡：圣农发展、仙坛股份、益生股份、民和股份和禾

丰牧业。 

 风险因素：出栏量不达预期的风险；疫情加重的风险。 

(联系人：赵金厚/王承/朱珺逸) 

 

外部环境有所缓和，PPI 拖累工业企业利润下滑——申万宏源宏观周报 38 期（2019.10.27） 

 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持续缓和，CNH 大幅回升。中美确认部分文本的技术性磋商基本完成，并就禽肉、鲶鱼等

产品贸易相关问题达成共识。受此利好消息影响，上周五夜盘，离岸人民币汇率大幅反弹并报收 7.0511，较前

周末（10 月 18 日）回升 0.3%。同时，考虑到国内猪肉供给紧张或仍持续数月，自美进口禽肉或有利于缓和

肉类价格推升通胀的预期。 

 PPI 走低制造业利润下滑。1-9 月工业企业利润累计同比-2.1%，较前 8 个月回落 0.4 个百分点；单月-5.3%较

8 月下行 3.3 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构成主要拖累，单月利润增速下滑 6.6 个百分点至-8.4%。结构上看，制

造业营收、利润率均出现弱化。制造业营收回落，中上游构成主要拖累，下游增长仍较稳定；而制造业利润率

有所下行，或与 PPI 回落有一定关联。此外，去库存延续，但未来幅度有望收窄。 

 预计 4 季度工业品需求有所改善，工业企业利润增速仍有改善空间。展望后续月份，价格方面，全球需求展望

偏弱但原油供给仍相对较为充足的格局下，油价预计低位徘徊，钢价煤价亦有一定回落压力，10 月 PPI 或再创

年内新低，11-12 月或因低基数而有所反弹。需求方面，预计前期居民收入增长有望带来购买力的持续释放，

基建投资仍有望支撑投资增速整体相对稳定，加之外部环境不确定性近期边际缓解、非美外需仍有韧性，出口

增速 4 季度也有望迎来小幅反弹。同时工业企业去库幅度预计有所缓解，整体工业品需求或有改善。利润率方

面，落实落细降费和 11 月之后 PPI 边际改善或令利润率回升。综合看，预计 4 季度工业品需求、利润率有望

改善，对冲价格回落的影响，维持 4 季度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小幅改善的判断。而 10 月 PPI 仍低，工业企业利

润仍然承压。 

(联系人：秦泰/傅家范/屠强) 

 

交运周报（10/21-10/27）：京沪高铁 IPO 加速关注板块性行情，快递关注“双十一”行情 

 航运：本周克拉克森 VLCC TCE 下跌 17%至 79318 美元/天，期租租金估价从 5 万美元/天下滑至 4.75 万美

元/天，二手船价报价未变。下跌原因（1）30 万运价出现核心原因在于受制裁船舶定载的货有换船需求，需求

临时激增叠加船舶退出，随着换船临时需求释放，需求恢复正常，运价随之回落；（2）高运价刺激下，部分

15 年以上老旧船活跃度增加，有效运力紧张得到部分缓解。后市运价来看，当前运价跌势趋缓，中东区域询价

较少，旺季需求仍在，我们预计 11、12 月旺季运价虽然较难突破 30 万新高，但预计仍有 2-3 轮反弹行情。 

 快递：电商促销将带动行业延续加速增长态势。2019 年天猫双 11 于 10 月 21 日 0 点正式开启预售，根据天

猫官方数据，首日预售成交同比去年同期翻一倍，预售开始不到 1 小时成交金额超去年同期全天，半日完成去

年三天的预售规模，且有 23 个品牌预售成交过亿，而去年预售首日全天仅 5 个品牌成交过亿。根据国家邮政

管理局，9 月行业单量 56 亿单，同比增长 25%，增速比去年同期高 0.87 个百分点，预计 10 月份单量增速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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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27%，继续延续增速高于去年同期的态势。展望 2019Q4，目前行业内的主要公司已经发布了关于旺季高

峰应对预案的高客户书，将从 2019 年 11 月 11 日起调整快递费用。从行业来看，旺季提价控量能够提高 Q4

网点、总部的盈利能力。从往年旺季来看，需求集中释放要求网点、分拨中心都需要加车加人，各项成本都要

明显高于淡季，快递行业业绩经常旺季不旺。通过旺季上涨派费的手段，能够帮助网点筛选优质客户，并将旺

季业务量控制在最经济业务量区间，真正提高旺季网络的赚钱能力。总体来说，直营快递公司继续推荐顺丰控

股，加盟快递公司继续推荐单票成本较低的韵达股份，以及借助转债资金继续加大资本开支、进而持续改善单

票成本的圆通速递。 

 航空：航空需求逐步企稳回升，供给收紧加速业绩回升。从调研情况与中航信数据来看，国庆节后票价跌幅回

升，国内票价表现更优。本周 19/20 冬春航季正式拉开帷幕，时刻总量增速被控制在 6%以内，预计 ASK 水平

仅增长 8%，相较以往航季有大幅缩减，供给与需求均向有利方向改善。外部因素缓和后汇率预期转为乐观，

未来汇率升值叠加油价处于低位，航司业绩将大幅上涨。随着供给侧改革持续推进，航司盈利能力仍处于长期

上升通道，加之 7 月起民航发展基金收费标准下调，三大航利润直接增厚 5 至 7 亿，业绩弹性仍在逐步兑现。

我们继续重点推荐业绩更为稳定的中国国航。 

 铁路公路港口：京沪高铁即将上市，百亿利润现金牛。上周证监会接收京沪高铁 IPO 文件，标志上市进程加速。

近 10 年来我国高铁加速发展，铁路客运不断向高铁转移，今年前三季度动车组列车发送旅客 17.34 亿人次，

同比增长 15.3%，较铁路客运整体增速高 5.9 个百分点，发运量占铁路客运 63.2%同比提升 3.7 个百分点。京

沪高铁作为京沪线客运黄金资产，下拥京沪高铁线及沿线 24 个高铁站，主要经营本线旅客运输及为跨线车辆

提供路网服务业务，2018 年净利润达 102.48 亿元，同比增长 13.19%，净利润率达 32.89%，近 3 年平均现

金流利润倍数高达 1.53 倍，盈利成熟现金流充足。京沪高铁完成上市后有望成为交运板块头部市值公司，核心

资产投资价值值得关注。此外，随着铁路改革的推进未来有望出现更多证券化高铁资产，带来行业性投资机会。

另外，山东高速发布三季报，前三季度归母净利润 21.22 亿元，印证我们对改扩建通车对利润拉动的预测，预

计未来随着全线通车，收入回升覆盖折旧及财务费用增长的同时，将拉动利润大幅增长，再次强调低位布局。 

 风险提示：经济增速低于预期。 

(联系人：闫海/游道柱/郭晶/匡培钦) 

 

煤炭行业周报（2019.10.21-2019.10.25）：降温提振冬储采购需求，有望支撑煤价 

本期投资提示： 

本周沿海六大电厂日耗和库存水平较为平稳，日耗同比仍高出 20%以上，本周初秦港因大雾限航，但港口调出

量环比仍增加，显示下游需求不弱，煤市淡季不淡。供给端，产地的安监环保限产使得产能未大规模释放。需

求端，冷空气来临，冬储采购有望提前，叠加预期进口限制政策出台，托底煤价。炼焦煤方面，因近日多地出

现重污染天气，山西、山东等地发布强制性减排措施，涉及水泥、钢铁、焦炭等诸多企业，使得焦煤未来需求

进一步承压，叠加钢价下跌，综合导致近期焦煤价格下跌。但是我们预期后续进口限制政策出台，同样对焦煤

价格形成支撑。鉴于煤价相对稳定，我们重点推荐高分红预期标的中国神华，关注区域龙头价格刚性标的露天

煤业，及国企改革标的西山煤电、阳泉煤业和平煤股份。 

重要信息回顾： 

 冬储提前需求回暖，动力煤价格震荡：供给端，本月 20 日起山西省应急厅将对全省进行为期一个月的煤矿安全

大检查，分成 5 个组对省属七大煤炭集团、中煤平朔集团、山西中煤华晋能源公司和山西正华实业集团进行检

查，而且部分产地环保限产，故产能并未大规模释放，加之进口限制政策有望出台，供给端有望维持偏紧状态；

需求端，全国性降温较往年提前，有望加速电厂冬储进程、增加需求，动力煤价格盘整。 

 国际油价上涨：截至 10 月 26 日，布伦特原油期货结算价环比上涨 2.25 美元/桶，至 61.67 美元/桶，涨幅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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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0 月18 日，按热值统一为吨标准煤后，目前国际油价与国际煤价比值 3.55，环比增加 0.01 点，增幅0.10%；

国际油价与国内煤价比值 2.94，环比增加 0.02 点，增幅 0.73%。美国 EIA 报告显示，上周美国原油库存减少

170 万桶，而此前分析师预计将增加 220 万桶。此外，OPEC 和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其他产油国计划进一步减产，

国际油价得以提振。 

 冬储增加下游采购，秦港吞吐量增加：本周秦港煤炭日均调入量 52.91 万吨，增加 0.01 万吨，增幅 0.03%；日

均调出量 56.20 万吨，增加 3.46 万吨，增幅 6.55%。截至 10 月 25 日，秦港库存 672.00 万吨，周环比减少

23.00 万吨，降幅 3.42%。截至 10 月 18 日，广州港煤炭库存 274.8 万吨，周环比增加 1.2 万吨，增幅 0.44%。

本周秦皇岛港和曹妃甸日均锚地船舶共 26 艘，环比增加 8 艘，增幅 42.64%；预到船舶日均 20 艘，环比持平。

本周初秦港因大雾天气限航，但调出量环比上周继续增加，且同比高出 20%以上，同时本周锚地船舶仍大幅增

长，说明下游需求有支撑。 

 电厂日耗及库存平稳，冬储有望提振需求：本周六大电厂日均耗煤 61.23 万吨，环比减少 0.86 万吨，降幅 1.38%。

截至 10 月 25 日，库存周环比增加 13.63 万吨至 1606.56 万吨，增幅 0.86%；存煤可用天数增加 0.57 天至 26.25

天。当前电厂的日耗和库存水平较为平稳，但随着冷空气来临，各地陆续开始冬季储煤，需求有望走强。 

 下游需求回暖，国内沿海运费上涨：截至 10 月 25 日，国内主要航线平均海运费环比上涨 2.46 元/吨，报收 41.7

元/吨，涨幅 6.28%。截至 10 月 24 日，澳洲纽卡斯尔港-中国青岛港煤炭海运费（载重 15 万吨）环比下跌 1

美元/吨，报收 13.5 美元/吨。随着全国气温持续下降，各大电厂已将冬季储煤计划提上日程，下游采购意愿将

增加，对沿海运价形成支撑，运价上涨。 

(联系人：孟祥文/施佳瑜) 

 

美亚柏科（300188）三季报点评：大数据仍在投入期，静待产业拐点 

 公告：公司公布 2019 年三季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63 亿元，同比增长 19.25%（其中 Q3 单季

度 2.80 亿元，同比增长 15.70%）；实现归母净利润-3415 万元，同比下滑 172.08%(其中 Q3 单季度亏损

3550 万元)。三季度快报预告前三季度亏损 3,150 万元-3,650 万元，业绩符合预期。 

 前三季度收入同比增长 19.25%，利润盈转亏，符合市场预期。主要因为：1）2018 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延续到

19Q1，个别行业客户的需求尚在持续恢复中，订单落地较迟；2) 大数据信息化产品和项目的验收周期较长，

且公司业务具有明显的季节特征，主要项目的落地时间较迟，尚未达到确认收入条件，因此也影响了公司前三

季度的净利润。 

 毛利率 55.15%，同比下滑 3.95pct，主要因为实施项目突破。大数据信息化产品上通过“做强”也迎来了“做

大”的发展机会。公司电子取证业务以产品形式交付，毛利率较为稳定；大数据业务由于 Q1 标杆项目，目前

具备整体解决方案能力，前三季度实施项目收入比例增加，带来相应硬件设备占比的提升，影响了毛利率。 

 2018Q4 是大规模扩人起点，前三季度基数原因工资压力较大，且增加人员主要为研发人员。报告期内，公司

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研发投入分别增加 13.70%/12.42%/54.69%。针对大数据信息化市场需求增加带来较多增

量商机的市场机会，公司从 2018Q4 开始加强了大数据战略布局，增加了人员投入和储备。 

 公安行业 Know-how 专家，引进央企战投补足股东背景短板，大数据仍在投入期，静待产业拐点，维持“买

入”评级。公司从电子取证切入公安行业信息化，业务从电子取证向大数据服务渗透，客户从单一行业向多行

业拓展。维持盈利预测，预计 2019-2021 年收入为 20.08 亿元、25.95 亿元、34.25 亿元，归母净利润为 3.42

亿元、4.40 亿元、5.92 亿元，维持“买入”评级。 

(联系人：刘洋/黄忠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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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鑫农业（000860）19Q3 点评：利润下滑主因地产和费用确认时点波动，白酒增长趋势不变 

 事件：公司发布 2019 年三季报，2019 年前三季度实现营收 110.62 亿，同比增长 20.19%，归母净利润 6.65

亿，同比增长 23.93%，其中，19Q3 实现营收 26.46 亿，同比增长 34.25%，归母净利润 1666 万，同比下滑

69.71%，公司业绩增速低于市场预期。 

 投资评级与估值：公司三季度业绩大幅下滑主因地产预售未结算以及部分费用确认前置，而非白酒发生趋势性

变化，无需过分担忧主业，且三季度利润占比和基数很低（16-18 年公司单三季度归母净利润占全年比值分别

为 4%、6%、7%），三季度利润大幅下滑不会对全年产生重大影响，核心看四季度和一季度。白酒收入增长

符合预期，牛栏山通过不断全国化带来份额和盈利能力提升的逻辑未变。回顾前三季度，由于房地产业务进度

慢于我们年初预期，且猪价超预期上涨致使猪肉板块承压，我们下调盈利预测，预测 2019-2021 年归母净利

润分别为 10.9 亿、14.5 亿、18.7 亿（前次为 11.98 亿、16.5 亿、21.44 亿），分别同比增长 47%、32%、

30%，当前股价对应 2019-2021 年 PE 分别为 32x、24x、18x，维持买入评级。 

 牛栏山增长势头不变，三季度回款加速。19Q3 公司收入增长加速，主因： 1、白酒收入增长加速，结合渠道

反馈，预计 19Q3 白酒收入同比增长 15%左右，19 年三季度母公司预收款环比下降 1.75 亿，去年同期母公司

预收款环比下降 5.18 亿，考虑预收款变动，19Q3 白酒收入增速接近 50%，牛栏山收入仍然维持了稳健向好

的增长态势，收入增长主要来源于全国化扩张，当前牛栏山区域扩张的重点市场是华东和华南，预计 2019 年

仍然维持较快增长。2020 年是公司“四五”计划的收官之年，我们预计今明两年牛栏山将稳扎稳打，在提升

质量的基础上有望维持 15%以上增速；2、猪价上涨带来肉类收入大幅增长。 

 地产未结算与费用前置导致 19Q3 整体业绩大幅下滑。19Q3 公司归母净利润 1666 万，同比下滑 69.71%，

低于市场预期，主因：1、由于地产项目未结算，19Q3 地产亏损扩大，预计 19Q3 地产亏损 1.2 亿左右，亏损

同比增加了 2000 万左右，环比增加了 7000 万左右，到 19 年三季度末地产预收款 11.55 亿，环比增加 4600

万，当前下坡屯项目仍然在建，公司无新增投资的地产项目，预计未来随着下坡屯项目的竣工，地产收入有望

逐步确认，地产亏损也将逐步减少，但地产收入与利润的确认节奏仍然具有不确定性。2、预计 19Q3 白酒业

绩同比下滑 30%左右，根据我们的测算，18Q3 白酒净利润 1.5 亿左右，19Q3 白酒净利润 1 亿左右，白酒净

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是销售费用大幅增加与中高端产品占比下降带来毛利率下降。19Q3 母公司销售费用 1.54

亿，同比增加了 8500 万，销售费用率 6.32%，同比提升了 2.68 个百分点，母公司销售费用的大幅增加主因：

（1）春节提前导致销售费用前置投入（预计销售费用增加 6000-7000 万），结合 2017 与 2018 年销售费用

的季度波动来看（2017 年 Q1-Q4 母公司销售费用率分别为 16.56%、15.1%、12.35%、2.58%，2018 年 Q1-Q4

母公司销售费用率分别为 9.06%、15.81%、3.64%、8.75%），Q3 与 Q4 销售费用率波动较大，核心要看全

年趋势。（2）预计冬奥会、世界园艺博览会赞助费用增加 3000 万左右，冬奥会赞助费用从 19Q3 开始逐季确

认，由于三季度利润占比和基数极低，故产生较大波动。世界园艺博览会赞助费已经在 19Q3 全部确认，冬奥

会赞助费整体约 1.4 亿，2019 年预付部分较多，剩余部分将在 2020-2022 年三年确认，对整体业绩影响较小。

此外，白酒中高端产品占比略有下降(季节性原因为主)，对整体毛利率有所影响，但牛栏山收入增长的主要空

间来自于大众酒的全国化，中高端产品占比不高，整体影响有限。剔除掉销售费用确认时点以及新增赞助费的

影响，我们认为白酒合理的业绩增速应在 30%左右。全年来看，我们认为白酒净利率仍然能维持稳定，且白酒

收入增长态势稳中向好，单季的变动不改中长期的向好趋势。  

 股价表现的催化剂：非主业加速剥离，白酒增长超预期 

 核心假设风险：地产销售低于预期，低端酒竞争加剧          

(联系人：吕昌/周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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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瑞金（002701）19 年三季报点评：受一次性并表波尔费用影响，短期业绩承压；长期行业整合

前景依然向好 

公司公告 2019 年三季报，基本符合我们预期：实现收入 64.55 亿元，同比增长 3.3%；归母净利润 6.87 亿元，同

比下滑 2.2%；扣非归母净利润 6.16 亿元，同比下滑 0.3%；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 11.28 亿元，同比下滑 23.9%。

其中 19Q3 实现收入 23.11 亿元，同比增长 4.6%；归母净利润 2.01 亿元，同比下滑 16.6%。 

 由于公司并表波尔亚太，19Q3 产生较多一次性管理费用，使得业绩短期承压。19Q3 单季管理费用为 1.48 亿

元，管理费用率同比提升 1.47pct 至 6.4%，其中收购波尔亚太所产生的财顾费用、律师会计费、员工遣散费

等主要体现在 Q3（约不超过 2000 万）。预计波尔亚太在 2020 年可以实现扭亏为盈。 

 两片罐：行业重回向上通道，盈利能力明显改善。我们预计 19Q1-3 两片罐业务增速超过 20%，19H1 时两片

罐毛利率同比提升 6pct，收入增速较快且盈利大幅改善的原因主要系 1）湖北咸宁异型罐产能爬坡，新产品盈

利情况较好。目前产能利用率仅约 40%，随技改完成后，预计产能将加速爬坡，持续贡献增量；2）行业供需

恢复，两片罐年初时成功提价约 0.7 分/罐。在 2016-2017 年行业龙头加速集中后，我们从以下三点认为未来

两片罐价格将持续处于向上通道：1）继奥瑞金收购波尔后，联合中粮市占率高达 38%，议价能力大幅提升且

利益诉求一致，共同提升价格回归合理水平；2）无新进入者威胁，行业壁垒较高，产能投放节奏掌握在龙头

手中；3）下游啤酒罐化率提升，客户盈利情况处于上升通道中，改用两片罐改善盈利水平，对提价容忍度也

较高。预计未来两片罐行业将迎来较长期的景气度向上！随着奥瑞金完成波尔亚太收购后，进一步整合产能，

提价幅度有望提升。 

 三片罐：大客户增速放缓，外加基数原因，三片饮料罐略受影响。主要系 1）2018 上半年时由于大客户订单库

存调整原因，2018 年基数较高；2）我国 2019 年 1-9 月软饮料产量增速为 4.1%，VS2018 年同期增速为 6.3%， 

2019 年整体饮料行情偏淡。目前大客户生产销售情况稳定，同时公司也在不断培育并与新客户深度合作，未

来大客户依赖度有望降低，新客户贡献增量。食品罐方面增长稳健，公司不断加深与奶粉罐等优质客户的深度

合作（包括飞鹤乳业等），采取厂中厂模式，从早期产品研发、设计阶段切入，提供整体包装解决方案，不断

提升配套服务能力，此类高附加值产品盈利能力更强。 

 大客户优势明显，客群结构持续丰富化。公司收购波尔后将成为百威、可口可乐、青啤、燕京、红牛、东鹏特

饮等多个饮料客户的最大供应商。随着湖北咸宁 2.5 亿罐铝瓶罐与 7 亿罐纤体罐工厂的建成投产，公司新增多

个客户贡献业绩增量（包括百威、安利、脉动、爱洛等）。公司从客户成长初期开始培育、双方共同发展，增

强合作黏性为未来放量做准备。 

 盈利方面：毛利率基本平稳，净利率短期略微承压。19Q1-3 公司综合毛利率为 26.8%，随两片罐收入占比提

升，综合毛利率同比微降 0.2pct。两片罐毛利率受益于产品提价、异型罐放量同比大幅改善中。原材料价格同

比回落：19Q1-3 马口铁价格同比回落 11%，铝锭价格同比回落 3%，对公司毛利率起到一定正向贡献。19Q1-3

公司净利率为 10.8%，同比回落 0.4pct，我们估算若剔除并表波尔的费用影响，净利率约 11.1%，整体盈利能

力持稳。 

 受一次性并表波尔费用影响，短期业绩承压；两片罐盈利改善逻辑兑现中，未来完成波尔亚太收购后将进一步

促进两片罐行业整合，龙头议价能力提升有望带来利润弹性。近期获华彬集团增持，加上推出股权激励计划，

彰显未来发展信心。大客户经营稳定，同时积极开拓新客户，降低单一客户风险，新产能落地后有望带来增量。

下游客户对产品质量和服务愈发看重，奥瑞金不断从设计、附加服务等方面入手提升产品附加值，打造综合包

装解决方案提供商！随着未来金属包装对 PET 包装逐渐取代、罐化率提升，行业整合恢复秩序，两片罐提价策

略开始落实，行业盈利有望筑底反转。基于并表波尔费用高于我们预期，且大客户增长不达预期，我们下调公

司 2019-2021 年盈利预测至 EPS 为 0.33 元、0.40 元和 0.47 元（原为 0.35 元、0.43 元和 0.55 元），目前股

价（4.44 元/股）对应 2019-2021 年 PE 为 14 倍、11 倍和 10 倍，维持买入。 

(联系人：周迅/丁智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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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世科(300422)2019 年三季报点评：业绩超预期 盈利及现金流环比改善 

 事件：公司公布 2019 年三季报。报告期，公司实现营收 24.28 亿元，归母净利润 2.44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28.36%和 39.24%，原预期净利润增速为 30%，超预期。 

 投资要点：营收增速符合预期，盈利提升，业绩超预期。在收入类型方面，报告期公司积极推进项目订单执行，

公司确认 EPC、EP 等工程订单收入合计 22.68 亿元，较上年同期 17.93 亿元提升明显。同时，公司确认运营

期项目收入 4317 万元，较上年同期 2109 万元大幅增长。在盈利方面，公司报告期实现毛利率 31.49%，较上

年同期 29.91%提升 1.58 个百分点，较 2019 年上半年毛利率环比提升 1.78 个百分点，因此公司净利润增速

高于营收，业绩超预期。此外，公司还积极调整业务结构，推进工业污水、市政管网、土壤修复、设备销售和

咨询服务等支付周期短的项目，公司计提应收账款减值同比去年约减少 980 万元。同时，公司第三季度现金流

明显改善。2019 年第三季度公司经营性现金净流量为-823 万元，较 2019 年第一季度-1.1 亿元和第二季度-1.14

亿元明显改善。投资性现金流也改善明显，2019 年第三季度公司投资性现金净流量为-1.66 亿元，较 2019 年

第一季度-2.29 亿元和第二季度-3.19 亿元，现金流流出下降。 

 在手订单依旧饱满，结构不断优化。截至三季报披露日，公司在手合同累计达 103.61 亿元（含中标项目、不

含参股 PPP 项目），其中，水污染治理合同额 68.29 亿元，供水工程合同额 12.83 亿元，土壤修复合同额 5.31 

亿元，固体废弃物处置合同额 6.10 亿元，二氧化氯及清洁化生产业务合同额 7.24 亿元，专业技术服务合同

额 2.20 亿元，其他业务合同额 1.64 亿元。从订单种类来看，公司订单结构实现优化，EPC、EP 类项目增长

明显。当前公司 PPP 项目累计投资额 106.34 亿元（18 年年报披露时为 106.01 亿元）；EPC、EP 类在手合

同额 31.80 亿元（18 年年报披露时为 23.20 亿元）；运营类在手合同额 11.39 亿元 （18 年年报披露时为 10.90

亿元）；专业技术服务类在手合同额 2.2 亿元 （18 年报披露时为 1.99 亿元）。 

 股票期权激励显信心，期待增发落地。2019 年 3 月公司发布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拟向公司高管、中层及技术

骨干人员授予 1500 万份股票期权，约占公告日公司股本总额的 4.22%，激励覆盖人员广、力度大。行权业绩

考核目标为2019~2021 年公司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相比 2018 年的增长率不低于 40%、80%、

130%，公司层面业绩考核高要求彰显管理层对公司未来业绩增长信心，提高公司经营效率。此外，当前公司

正在积极推进增发事项，公司拟公开增发不超过 7,000 万股 A 股股票，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71,000 万元，

增发将扩充公司资本，提升市场竞争力。 

 投资评级与估值：根据三季报，我们上调 19-21 年归母净利润预测为 3.29 亿元、4.28 亿元、5.41 亿元（原为

3.19、4.20、4.83 亿元），对应 19 年 PE 为 12 倍。公司凭借工业污水处理、土壤修复市场和环境评价市场优

势积极抢占市场，同时优化业务结构，现金流改善，我们认为公司是具有技术优势的水、土项目承接商，在手

项目充沛，维持“买入”评级。 

(联系人：刘晓宁/王璐/高蕾) 

 

浙江龙盛（600352）三季报点评：房地产项目确认部分收益及费用下降，Q3 业绩超预期 

公司发布 2019 年三季报：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166.23 亿元（YoY +14.1%），归母净利润 38.82 亿元（YoY 

+22.1%），扣非后归母净利润 33.80 亿元（YoY +9.9%），其中 Q3 营业收入 69.74 万元（YoY +29.2%，QoQ +43.0%），

归母净利润 13.51 亿元（YoY +2.3%，QoQ +6.5%），扣非后归母净利润 13.28 亿元（YoY +5.2%，QoQ +20.4%）。

Q3 业绩超预期，主要是由于虽然分散染料价格大幅下跌，但中间体间苯二酚、间苯二胺成交价环比上涨；房地产

黄山路项目确认部分收益，此外期间费用环比下降约 1.7 亿元，其中管理费用环比下降约 1 亿元。公司前三季度销

售毛利率 41.58%，同比下降 4.3 pct；Q3 单季度毛利率 34.10%，同比下降 14.5 pct，环比下降 15.5 pct。Q3 毛

利率大幅下滑主要是受分散染料价格下跌以及房地产业务共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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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3 染料成交价格环比下跌但销量恢复，中间体间苯二酚、间苯二胺成交价格环比上涨。2019 年前三季度染料

行业经历大幅波动，产品价格呈现过山车式行情，江苏苏北“321”爆炸事故导致周边园区全面关停，染料及

中间体供给大幅收缩，分散染料成交价在 4 月份价格快速上涨，随后因受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影响，下游需求持

续低迷，导致产品价格又快速回落。根据公司披露的经营数据，Q3 染料业务收入 26.39 亿元，同比下降 22.2%，

环比增长 3.3%。销量 6.4 万吨，较二季度大幅回暖，环比增长 46.3%，但受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影响，整体需

求低迷，同比下降 10.5%。染料均价（不含增值税）4.12 万/吨，同比下跌 13.1%，环比下跌 29.4%。其中分

散染料成交均价由 Q2 约 4.5 万/吨下跌至约 3 万/吨，活性染料成交均价由 Q2 约 3.5 万/吨下跌至约 3 万/吨。

Q3 中间体业务收入 11.29 亿元，同比增长 19.5%，环比下降 13.2%。销量 2.45 万吨，同比下降 0.4%，环比

下降 12.1%。均价 4.60 万元/吨，同比增长 20.0%，环比下降 1.2%。其中间苯二酚成交均价由 Q2 约 9 万/吨

上涨至约 10 万/吨，间苯二胺成交均价由 Q2 约 5 万/吨上涨至约 5.8 万/吨。 

 房地产黄山路项目确认部分收益，经营性现金大幅转正。公司 Q3 营业收入环比大幅增长，主要是房地产黄山

路项目确认部分收入，我们预计约 20 亿元，占约 70%，贡献净利润约 2 亿元。公司华兴新城项目积极配合静

安区政府做好拆迁收尾工作，已取得上海市静安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局部调整的批复，接下来将进一步优化整体

设计方案。大统基地项目工程进度有序推进，预计将在明年开始预售。房地产大规模支出阶段已过，报告期末

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 42.5 亿元，较去年同期 0.81 亿元大幅转正。 

 染料价格底部运行，静待需求回升，龙头有望持续受益集中度提升。我们认为当前染料价格在底部运行，随着

外部环境摩擦的缓和，需求端有望逐步回暖。随着江苏安全环保整治工作的持续推进，大量不符合要求的中小

企业及化工园区将陆续退出，苏北作为染料及中间体重要生产基地，未来中小企业的退出将加速行业集中度向

龙头集中。公司作为龙头企业，有望持续长期受益。 

 投资建议：维持“增持”评级，维持盈利预测，预计 2019-21 年归母净利润 45.00、47.20、52.34 亿元，对

应 EPS 1.38、1.45、1.61 元，PE 10X、10X、9X。 

 风险提示：染料及中间体价格下跌，房地产业务不及预期 

(联系人：沈衡/宋涛) 

 

金风科技（002202）2019 年三季报点评：业绩低于申万宏源预期，低价订单加速出清 

 2019 年 10 月 26 日公司发布 2019 年三季度报告。第三季度公司营业收入为 90.02 亿元，同比增长 32.65%，

归母净利润 4.06 亿元，同比减少 54.30%。前三季度公司营业收入为 247.35 亿元，同比增长 38.84%，归母净

利润 15.91 亿元，同比减少 34.24%。 

 公司业绩低于申万宏源预期，预付账款大幅提升。2019 年 10 月 26 日公司发布 2019 年三季度报告。第三季度

公司营业收入为 90.02 亿元，同比增长 32.65%，归母净利润 4.06 亿元，同比减少 54.30%。前三季度公司营

业收入为 247.35 亿元，同比增长 38.84%，归母净利润 15.91 亿元，同比减少 34.24%。业绩下滑的主要原因

是 2017-2018 年的低价订单在今年集中执行的原因。公司预付账款余额较 2018 年底增加 78.13%，主要原因

是为满足订单交付需求支付的材料采购预付款增加所致。 

 在手订单再创新高，大兆瓦风机占比提升。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公司在手外部订单合计 22.8GW，同比增

长 25.1%，外部订单持续刷新历史记录。其中，已签合同待执行订单共计 15.6GW，同比增长 20.2%。另有 738MW

的内部订单，主要为国内风电场的供货需求。公司外部在手订单中，2.5S 平台机组订单容量为 9.7GW，同比增

长 142%；该机型订单占比 42%，提升 20 个百分点，成为最主要的平台机型。3S 平台机组订单容量为 5.8GW，

同比增长 315%；该机型订单占比 26%，较去年同期扩大 18 个百分点。6S 机组增长潜力较大，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外部订单容量为 1.1GW，同比增长 125%。2S 平台机组订单下降至 5.8GW，占比从 66%降至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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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电招标量价齐升，低价订单加速出清。2019 前三季度，国内风电公开招标量达 49.9GW，同比增长 108.5%，

创历史最高纪录。2019 年 9 月 2.5MW 级别的机组投标均价为 3898 元/KW，比去年 8 月份的价格低点回升

17%。 2019 年第三季度，3.0MW 级别机组的投标均价均在 3,700 元以上，9 月达 3,900 元/千瓦。2019 年前

三季度公司对外销售容量 5245MW，其中 2S 平台作为市场交付的主流机组，销售容量达到 3398MW，占比

64%，由于低价格的订单主要是 2S 平台，因此公司低价订单有望加速出清，毛利率触底回升。 

 下调盈利预测，维持“买入”评级：公司作为风机制造的领导者，有望继续领跑行业。我们下调盈利预测，预

计公司 19-21 年实现归母净利润 27.88 亿元、45.48 亿元和 52.64 亿元（下调前分别 32.61、45.75 和 52.84

亿元），对应 EPS 分别为 0.65、1.07 和 1.24 元/股，当前股价对应 19-21 年的 PE 分别为 19 倍、12 倍、10 倍，

维持“买入”评级。 

 风险提示：国内风电装机不达预期；整机毛利率下滑超预期。 

(联系人：韩启明/郑嘉伟/张雷/刘爽) 

 

涪陵榨菜（002507）19Q3 点评：渠道建设及调整继续推进 效果已逐步显现 

 事件：公司发布 2019 年三季报，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16.04 亿，同比增长 3.8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5.18 亿，同比下降 0.99%，EPS 为 0.66 元。单三季度实现收入 5.18 亿，同比增长 7.64%，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2.03 亿，同比下降 6.78%，扣非净利润 1.99 亿，同比增长 1.14%。我们在业绩前

瞻中预测净利润下降 5%，三季度业绩基本符合预期。 

 投资评级与估值：考虑到公司今年主要工作是渠道下沉和调整，实际虽已改善但报表体现预计有所滞后，我们

下调 2019-21 年收入预测至 19.7、21.6、24 亿（前次 20.5、23.5、26.6 亿），分别同比增长 3%、10%、11%，

下调 2019-21 年归母净利润预测至 6.63、7.26、8.32 亿（前次 7.3、8.4、9.7 亿），分别同比增长 0.3%、9.4%、

14.6%，对应 EPS 分别为 0.84、0.92、1.05 元（前次 0.93、1.06、1.23 元），最新收盘价对应 19-21 年 PE

分别为 27、25、22x。公司仍在持续进行渠道调整，效果充分显现需要时间，建议持续跟踪。长期来看，公司

作为行业细分龙头，与竞争对手相比品牌及渠道优势均十分突出，份额优势明显，竞争格局占优，且管理层专

注酱腌菜和调味品主业，激励到位，有望通过精耕细作和品类拓展不断成长，维持买入评级。 

 收入继续调整 下沉效果及库存水平逐步改善。单三季度收入增长 7.64%，上半年增长 2.11%，增长环比加速。

但三季度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同比下降 1.26%，19Q3 预收款 1.3 亿环比 Q2 增加 0.2 亿，18Q3 预收款 1.85

亿环比增加 0.5 亿，说明渠道回款方面仍面临一定压力。考虑到去年 10 月部分主力产品提价 10%，预计单季

度销量增长贡献不大。公司在 2017 年连续提价后，2018 年上半年采取“大水漫灌”策略争抢市场份额，去年

下半年来进入库存去化过程。同时今年通过渠道组织架构细化和下沉进一步渗透三四线市场，销售模式由过去

经销商主导向厂商主导过度。预计目前主力产品库存已降至一个多月合理水平，产品结构继续提升，渠道下沉

后的团队建设和经销商磨合进展顺利，预计四季度仍以夯实渠道基础为主，明年一季度收入有望环比改善。 

 渠道建设力度加大 影响短期盈利。由于今年公司在外部需求环境弱化的背景下，同时进行渠道库存调整和精细

化建设，是费用投入的大年。前三季度销售费用同比增长 21%，销售费用率 18.74%同比提高 2.69pct，单三

季度销售费用同比增长 86%，销售费用率 13.69%同比提高 5.75pct。费用增长主要来自渠道建设带来的人员

及办公费用、地面网点建设、经销商支持的增加，预计公司仍将坚持一定力度的费用投放以巩固新增渠道，明

年随着新市场逐步培育成熟后，费用率将得到优化。三季度管理费用率和财务费用率分别达到 3.11%（还原研

发费用后的可比口径）和-0.15%，分别同比变化 0.14pct 和-0.04pct 相对稳定。由于政府补贴减少，营业外收

入较去年同期减少约 2750 万。三季度毛利率 60%同比提高 2.69pct，主要来自结构优化和去年的提价效果。

单三季度净利率 39.18%，同比下降 6.06pct，销售费用增加是主要原因。 

 股价上涨的催化剂：渠道拓展加速，产品提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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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风险假设：渠道拓展效果低于预期，食品安全事件 

(联系人：吕昌) 

 

华鲁恒升（600426）三季报点评——Q3业绩符合预期，原材料成本上升影响利润，新项目进入建

设期 

公司公告：公司发布 2019 年三季报，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6.11 亿元（YoY -2.19%），实现归母净利润

19.12 亿元（YoY -24.55%），其中 Q3 实现营业收入 35.35 亿元（YoY -8.22%，QoQ  +0.05%），实现归母净

利润 6.03 亿元（YoY -29.38%，QoQ -9.47%），业绩符合预期。 

 Q3 成本整体上升，业绩环比下滑。公司 Q3 肥料、己二酸及中间品两大板块产销平稳，有机胺和多元醇销量

环比分别提升 1.54 万吨、1.67 万吨，醋酸销量较 Q2 下滑 1.04 万吨。化工行业景气度整体仍然处于低位，19Q3

公司主要产品肥料、有机胺、己二酸及中间品、醋酸、多元醇的平均价格分别为 1440、4914、7407、2812、

4524 元/吨，环比 Q2 变动-7.0%、-1.1%、+1.2%、+14.4%、+0.8%。其中 8-9 月醋酸受到国内义马气化安

全事故及部分企业集中检修停车影响，价格有所上涨；7 月份之后国内逐渐进入尿素消费淡季，价格环比有所

回落。其他主营产品价格波动不大。根据我们的价格追踪，主要原材料煤炭基本稳定，纯苯、丙烯价格环比上

涨 21.6%、8.9%，造成当期营业成本上升。19Q3 公司销售毛利率为 27.31%，较 Q2 环比下降 2.86 个百分点，

较去年同期下降 5.22 个百分点。Q3 公司的销售、管理、研发和财务费用支出合计 2.53 亿元，较 Q2 的 2.62

亿元略有下降，费用波动对公司业绩影响较小。 

 启动酰胺及尼龙新材料和精己二酸项目，明确新一轮发展目标。基于现有的煤气化平台，以发掘合成气的高附

加值应用为出发点，结合公司现有的原料、蒸汽、电力等优势，公司下一步投资建设己内酰胺及尼龙新材料和

精己二酸项目，打造一体化新材料产业基地。酰胺及尼龙新材料项目拟投资 49.8 亿元，形成 30 万吨己内酰胺、

甲酸 20 万吨、尼龙 6 切片 20 万吨、硫铵 48 万吨等，预计达产后年均实现营业收入 56.13 亿元、利润总额 4.46

亿元；16.66 万吨精己二酸项目拟投资 15.72 亿元，达产后预计年均实现营收 19.86 亿元，利润总额 2.96 亿元。

上述项目在报告期内已启动建设，三季度公司 CAPEX 为 4.49 亿元，前三季度合计资本开支为 7.42 亿元，长

周期制造设备的招标工作已经展开，制约未来发展的水、电、汽等公用工程也有了解决方案，公司新一轮发展

目标已经明确。 

 盈利预测与投资评级：维持公司 2019-2021 年盈利预测，预计 19-21 年归母净利润为 25.53、28.69、32.73

亿元，对应 PE 为 10X、9X、8X，维持“增持”评级。 

(联系人：李楠竹/宋涛/马昕晔) 

 

爱尔眼科（300015）2019 三季报点评：扣非净利润增长 34%，持续扩大医院网络布局 

 2019 年前三季度收入增长 26.3%，归母净利润增长 37.6%。Q1-3 公司营收 77.3 亿元(+26.25%)，归母净利

润 12.3 亿元(+37.6%)，扣非净利润 12.35 亿元(+34.2%)，基本 EPS0.40 元(+37.3%)，符合预期。Q3 单季收

入 29.8 亿元(+27.2%)，归母净利润 5.36 亿元(+38.9%)，扣非净利润 5.4 亿元(+37.3%)，在去年高基数基础

上再创新高。 

 高端术式占比预计持续提升，加强定制化服务能力。前三季度各业务预计延续稳健增长，市占率也预计稳步增

长。同时，屈光和白内障手术的高端术式预计增速明显快于传统术式，屈光手术中高端手术全飞秒、ICL、睛逸

等手术收入占比预计超过 60%，ICL 收入增速预计近 50%；同时根据公司于近期公布的最新规划，屈光手术的

下一步重点将是突出其全程定制的服务能力，公司将根据其行业内独一无二的百万级手术案例数据库，为患者

提供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定制化手术方案，我们认为这将成为公司未来在屈光领域内的核心竞争力之

一。白内障领域内同样呈现高端术式占比提升的趋势，公司飞秒白内障手术设备的装机量和手术量均为全国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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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屈光、非球面等高端晶体收入占比预计超过 60%。另外，公司今年将持续加大视光诊所的投入和布局，预

计到年底年底视光诊所将超过 100 家。 

 拟收购中信产业基金、众生药业 28 家医院，进一步扩大网络布局。公司近期公告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

式购买中信产业基金及众生药业持有的共 28 家医院：1）天津中视信（中信产业基金旗下基金为本次交易设立

的公司）拟从爱尔的 3 家产业基金收购包括乌鲁木齐、安庆等地 26 家眼科医院的多数股权，公司再拟以发行

股份方式购买中视信 100%股权，中信产业基金将通过这种“先接手、后出售”的方式成为公司战略投资者；2）

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众生药业持有的湛江奥理德视光 100%股权与宣城市眼科医院 80%股权，

2019H1 奥理德视光收入约 2214 万元，净利润约 360 万元；宣城眼科收入约 1888 万元，净利润约 397 万元，

此次收购将进一步巩固公司地级市医院的布局。 

 前三季度毛利率提升 0.58 个百分点，研发费用率提升 0.14 个百分点。前三季度公司毛利率 48.41%，同比提

升 0.58pp，主要由于高端术式和晶体占比提升，预计随着医院的规模经济效应不断提升，毛利率将维持稳中有

升。期间费用率 24.78%（-0.56pp），其中销售费用率 10.56%(-0.28pp)，主要由于品牌效应增强及白内障上

门筛查服务减少；管理费用率 13.73%(-0.31pp)，其中研发费用率 1.5%(+0.14pp)，主要由于公司加大医疗人

才自主培养和临床应用研究；财务费用率 0.49%(+0.03pp)，每股经营性现金流 0.6 元(+15.9%)。 

 医疗服务皇冠上的明珠，优秀商业模式得到认可，维持增持评级。随着公司经营能力和品牌声誉增强，省会和

地级市医院盈利能力不断提升，公司优秀的商业模式得到验证，未来发展空间巨大。我们维持公司 19-21 年的

EPS 预测为 0.44 元、0.59 元、0.78 元，分别增长 35.4%、33.3%、32.9%，对应 PE 分别为 87 倍、65 倍、

49 倍；维持增持评级。 

(联系人：熊超逸/闫天一) 

 

易华录（300212）三季报点评：数据湖产业逻辑再验证 

公告：公司公布 2019 年三季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4.36 亿元，同比增长 27.35%（其中 Q3 单季度

10.62 亿元，同比增长 63.75%）；实现归母净利润 2.04 亿元，同比增长 84.64%(其中 Q3 单季度盈利 2405 万

元)；实现扣非归母净利润 1.12 亿元，同比增长 10.94%（其中 Q3 单季度亏损 2248 万元）。三季度预告前三季

度净利润 2.0~2.1 亿元，业绩符合预期。 

 前三季度收入增长 27.35%，扣非利润同比增长 10.94%，业绩符合预期，主要驱动力为数据湖项目推进。公

司继续推进“数据湖+”战略的执行， 紧紧抓住“数字中国”发展契机，坚定大数据与基础设施方向转型。数

据湖业务是公司收入增长核心驱动力。数字经济基础设施收入 10.67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253%，利润贡献

占比超 2/3。但由于数据湖先建设后现金回流项目特点，Q3 单季度亏损。另外，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 8,588

万元，主要是由于 2019 年华录智达转为参股公司，确认的投资收益增加。 

 前三季度经营性净现金流 2600 万元，数据湖项目特点决定经营性现金流弱于利润。结构上：1）预付账款 2019

年 9 月末较年初增加 4,262 万元，增幅 60.32%；2）存货 2019 年年 9 月末较年初增加 12.85 亿元，增幅 33.64%。

预付款和存货增加主要原因是项目规模扩大，项目投入增加。 

 财务费用增长 37.90%，其他费用平稳。前三季度财务费用 1.71 亿元，同比增加 37.90%，主要原因是带息负

债增加，相应的利息支出增加。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研发费用分别同比-11.02%/12.87%/18.46%，费用增长

较为平稳，主要是人员增长 2019 年有所控制。 

 数据湖产业逻辑逐渐理顺，维持“增持”评级。考虑易华录在数据湖业务上快速落地，以及多年下来积累的与

地方政府部门合作经验与依托央企平台的拿单优势，维持盈利预测，预计 2019-2021 年收入为 35 亿元、42

亿元、50 亿元，归母净利润为 4.62 亿元、6.01 亿元、7.96 亿元。维持“增持”评级。 

(联系人：刘洋/黄忠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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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曙光（603019）三季报点评：业绩增速放缓源于“清单”影响 

事件：公司公布 2019 年三季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7.81 亿元，同比增长 24.24%（其中，Q3 单季

度 21.74 亿元，同比增长 5.93%）；归母净利润 2.50 亿元，同比增长 43.57%（其中，Q3 单季度 0.46 亿元，

同比增加 67.07%）；扣非归母净利润 1.13 亿元，同比增长 33.64%（其中，Q3 单季度 0.10 亿元，同比减少

25.90%）。业绩符合市场预期。 

 三季度收入增速下滑至个位数，主要为“限制清单”原因，市场已有预期。2019 年 6 月 24 日，美国商务

部工业与安全局（BIS）以“违反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利益”为由，将公司添加到美国《出口管制条例》（EAR）

实体清单中。如持续被列入到《出口管制条例》实体名单中，公司后续使用英特尔 CPU 仍将将会受限（需经过

BIS 审核通过才能供货）。 

 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保持稳定，研发费用同比大幅提升 54.18%。预计公司持续保持研发投入的增长，

并强化自研能力，在先进计算、存储、大数据、云计算等可以国产化的领域加大研发投入。 

 预计硬件转向软件是公司发展方向，软件与云收入比例将提升。公司 2018 年报显示“公司将进一步加大投入，

扩展城市云数据中心数量，提升政务云服务能力，持续扩大软件、技术服务产品在公司销售收入中的比重”。

预计软件与云是公司 X86 芯片供应受影响后业务转型方向，公司将加大相关软件和政务云研发投入，改善收入

结构。 

 外部影响待确认，软件与云收入比例提升仍需时间，下调盈利预测，基于谨慎原则，维持为“增持”评级。公

司受“限制清单”影响，尽管已有系列对应措施，但是对业务结构仍然有影响，基于谨慎原则，下调盈利预测，

预计 2019-2021 年营业收入为 87.19、59.58 和 49.44 亿元，归母净利润为 3.12、1.67 和 2.54 亿元。外部不

确定性较大，基于谨慎原则，维持为“增持”评级。 

(联系人：刘洋/黄忠煌) 

 

欧普照明 2019 年三季报点评：经营变奏拖累三季报收入增长，单季盈利能力企稳回升 

 经营变奏拖累三季报收入增长。公司披露 2019 年三季报，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57.70 亿元，同比增加 3.26%，

实现归母净利润 6.02 亿元，同比增长 5.6%，实现经营性现金流 4.09 亿元，同比增长 143.75%。其中单 Q3

实现营业收入 19.91 亿元，同比减少 3.32%，实现归母净利润 1.97 亿元，同比减少 7.03%，实现经营性现金

流 1.97 亿元，同比增长 51.6%。 

 组织架构&渠道调整带来增速放缓。公司上半年在组织架构方面融合家居和商用照明两大业务板块，伴随线下

零售、流通渠道相应有所调整，带来三季度收入增速有所下滑。分拆来看，家居照明线下下滑幅度有所扩大，

零售渠道和流通渠道明确市场区隔，后续嫁接商用资源布局家装、二次装修等前置渠道有望带来恢复。商用照

明中报延期项目交付达成，带来单季收入增速回升，中长期来看，商用板块下游应用场景丰富，伴随模块化设

计和交付能力加强，地产、店铺、办公、工业、市政、户外等业务拓展有助于维持商照中高速发展。渠道方面，

电商板块保持两位数增长，线上市场份额继续提升；海外业务前期产品重新认证结束，单季度收入增速转正。

综合来看，我们认为照明行业市场承压背景下，公司力推的渠道变革进入深水区，经营调整带来收入增长阶段

性放缓，三季度表现预计为全年低点，后续仍有望重回增长。 

 单季毛利率企稳回升，折旧政策调整还原后净利润增速回正。1）单季毛利率企稳回升。公司三季度毛利率同

比回升 0.92 个 ptcs 至 37%，单季盈利能力自 18Q1 以来首次出现同比改善。我们分析主要是商用照明业务毛

利率大幅提升、原材料价格下降和成本降低三方面原因，其中商照业务规模经济进一步凸显，毛利率和营业利

润率快速提升。期间费用方面，公司销售费用率和管理费用率分别同比下降 1.29 和 0.07 个 pcts，财务费用率

和研发费用率小幅提升 0.79 和 0.82 个 pct，综合来看期间费用率微增 0.25 个 pcts，此外受非经常损益影响，

公司整体净利率持平略降 0.40 个 pct 至 9.92%。2）折旧政策调整还原后净利润增速回正。公司上半年会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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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调整，生产设备加速折旧全年减少利润 4690 万元，三季度还原后利润增速由负转正，表现好于收入端。资

产负债表方面，三季度公司预收账款同比增长 12%，经营活动现金流相比去年同期大幅改善。 

 盈利预测与投资评级。我们下调公司 2019-2021 年净利润预测为 9.26 亿元、10.33 亿元和 11.55 亿元，分别

同比增长 3%、12%和 12%，对应 EPS 为 1.23 元、1.37 元和 1.53 元，对应动态估值分别为 21 倍、19 倍和

17 倍，公司作为照明行业龙头，行业整体集中度提升大有可为，业绩具备长期中高速增长潜力，继续给与“增

持”评级。 

(联系人：刘正/史晋星) 

 

晨鸣纸业（000488）2019 年三季点评：文化纸盈利能力提升，业绩持续环比改善 

公司公告 

 公司公告 2019 年三季报，业绩环比改善，基本符合预期。公司公布 2019 年三季报：2019 年 1-9 月实现收入

220.14 亿元，同比降低 6.3%；实现归母净利 10.68 亿元，同比降低 57.0%；其中 Q3 单季实现收入 86.66 亿

元，同比增长 9.1%，环比增长 20.5%；Q3 归母净利 5.58 亿元，同比下滑 19.9%，环比增长 18.3%。 

 Q3 纸价环比提升，浆价持续下行，文化纸盈利能力环比改善。公司文化纸产能接近 300 万吨，文化纸盈利能

力提升，驱动业绩环比改善。Q3 纸价环比提升：进入 7 月，文化纸下游需求进入传统淡季，但由于产业链库

存低位，叠加社会需求边际增加影响，纸价淡季平稳；进入 9 月进入需求旺季，纸价进入新一轮上涨周期。根

据卓创资讯数据，双胶纸 Q3 均价较 Q2 环比增加 33 元/吨；铜版纸 Q3 均价较 Q2 环比增加 83 元/吨。纸浆

价格回落：受港口纸浆库存持续高位影响，外盘纸浆报价持续走低，外盘针叶浆银星报价由 3 月 730 美元/吨

逐步下调至 8 月 580 美元/吨，下调 20.5%；外盘阔叶浆明星报价由 3 月 720 美元/吨逐步下调至 9 月 475 美

元/吨，下调 34.0%，纸厂用浆成本回落。 

 公司四大项目落地，木浆自给率进一步提升。寿光美伦 51 万吨文化纸项目、寿光本部 50 万吨文化纸改造项目、

寿光美伦 100 万吨化学浆项目、黄冈晨鸣化学浆项目等，在二季度陆续投产并正常运转，逐步开始发挥效益。

此轮新增产能投产，公司纸浆自给率将进一步提升、实现阔叶浆与化机浆 100%自给；文化纸龙头地位得到进

一步巩固。林浆纸一体化发展，有利于公司对冲造纸行业景气度波动风险。 

 融资租赁、矿业剥离持续推进，回归造纸主业。2019 年 1 月公司公告拟引入长城国瑞证券为战略合作方，对

晨鸣融资租赁公司资产逐步剥离、整合，达到完全市场化运作；融资租赁规模逐步收缩，预计截止 9 月末融资

租赁规模收缩至 160-170 亿元。2019 年 8 月公司公告向江苏富达转让其所持控股子公司海城海鸣矿业有限责

任公司 60%股权，实现矿业公司出表。公司逐步剥离非造纸业务，回归造纸主业，集中优势聚焦主业。 

 新产能全面落地，纸浆自给率进一步提升；融资租赁剥离持续推进，浆纸一体化龙头再起航。公司计划剥离融

资赁业务，新建项目达产，未来资本开支大幅减少，公司资金压力有望得到缓解。造纸主业新增产能落地，浆、

纸产能加码，全面布局林浆纸一体化，龙头地位不断巩固。由于白卡纸价格淡季下滑，我们下调公司 2019-2021

年归母净利润的盈利预测为 17 亿元、22 亿元和 25 亿元（原为 21 亿元、26 亿元和 30 亿元），目前股价（4.70

元/股）对应 PE 分别为 8 倍、6 倍和 6 倍，对应 PB 仅 0.8 倍，维持增持评级。 

  

(联系人：周海晨/屠亦婷/柴程森) 

 

亿纬锂能（300014）三季报点评：主营业务量利齐升，麦克韦尔贡献大额投资收益 

 公司发布 2019 年三季度报告，报告期内实现营收 20.47 亿元，同比增长 81.96%，实现归母净利润 6.58 亿元，

同比增长 199.09%；前三季度实现营收 45.77 亿元，同比增长 52.11%，实现归母净利润 11.59 亿元，同比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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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205.8%。业绩增长超出申万宏源预期，主要是锂原电池业绩释放和麦克韦尔投资收益超预期。 

 业绩超出申万宏源预期，主营业务量利齐升，麦克韦尔贡献大额投资收益。2019 年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收 45.77

亿元，同比增长 52.11%；实现综合毛利率 28.07%，同比增加 5.41 个百分点。营收、毛利增长的主要原因是：

1）ETC 及智能表计用锂原电池和 SPC 需求叠加，出货量成倍增长；2）小型锂离子电池生产效率提升，带来销

售额增长；3）动力电池产能有序释放，根据高工锂电数据显示，2019 年前三季度公司实现动力电池装机量

0.91GWh，同比增长 49%，位列全国第五位。随着电子雾化器行业市场空间迅速扩大，参股公司麦克韦尔实现

利润高增长，2019 年前三季度公司实现投资受益 6.95 亿元，同比增长 198.28%。综合影响下，2019 年前三

季度，公司实现归母净利润 11.59 亿元，同比增长 205.8%；实现扣非归母净利润 11.34 亿元，同比增长 266%。 

 海内高端动力电池客户拓展顺利，公司软包扩产节奏快、方形产能有序投放。公司软包电池在海外市场拓展顺

利，先后成为戴姆勒、现代起亚供应商并获得订单。2019 年 3 月公告拟在惠州建设产能不低于 5.8GWh 的汽

车软包电池芯、模组和储能项目，公司预计今年年底软包电池形成 3GWh 产能，明年新增 6GWh。此外公司增

发募投的 3.5Gwh 磷酸铁锂电池和 1.5Gwh 方形三元电池进展顺利，预计未来新建产能将有序投放持续贡献业

绩增长。2019 年前三季度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净流入 8.49 亿元，同比增长 596%，截至 9 月底在手货币资金

34.11 亿元，资产负债率为 48.18%，为扩产提供资金保障和融资空间。 

 年底高速公路收费站将实现 ETC 全覆盖，锂原电池有望迎来高增长。公司锂原电池应用于各类智能表计、汽车

电子和物联网市场。今年 6 月国家发改委、交通运输部出台方案，规划今年底全国 ETC 用户数量将突破 1.8 亿，

高速公路收费站实现 ETC 全覆盖；2025 年全国 ETC 用户数量进一步提升。在停车领域，也鼓励充分使用 ETC

装置，在 2020 年 12 月底前，基本实现机场、火车站、客运站、港口码头等大型交通场站停车场景 ETC 服务全

覆盖。公司作为 ETC 复合电源的主要供应商，锂原电池和 SPC 产品收入有望迎来大幅增长。 

 上调 2019 年盈利预测，维持“买入”评级：考虑到麦克韦尔业绩释放节奏超预期，我们上调公司 2019 年盈利

预测、维持 2020-2021 年盈利预测，预计 2019-2021 年公司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14.32、13.27、15.12 亿（上

调前 2019 年归母净利润预测为 10.8 亿元），对应 EPS 分别为 1.48、1.37 和 1.56 元/股，目前股价对应 PE 分

别为 23、25 倍和 22 倍。维持“买入”评级。 

 风险提示：软包电池产能投放不及预期，动力电池价格超预期下跌 

(联系人：郑嘉伟) 

 

平煤股份（601666）19 年三季报点评——煤炭销售量价稳增，持续回购股份国改可期 

事件： 

公司 10 月 26 日公告 2019 年三季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 178.61 亿元，同比增长 18.65%，归母净利润

8.87 亿元，同比增长 67.37%，基本每股收益 0.37 元。公司三季度单季归母净利润 2.92 亿元，环比二季度的

2.72 亿元增长 7.34%，比去年同期增长 32.79%。业绩基本符合预期。 

投资要点： 

 煤炭业务量价齐增，吨煤毛利稳定。公司 10 月 26 日公告的经营数据显示，报告期内公司煤炭产量 2120 万吨，

同比降低 9.07%；商品煤销量 1929 万吨，同比增长 21.99%。年初至三季度末，公司商品煤平均售价 739.81

元/吨，同比上涨 2.9%；吨煤成本 567.93 元/吨，同比增长 4.05%，吨煤毛利 171.88 元/吨，同比降低 0.74%，

与去年同期几乎持平。公司三季度单季，原煤产量 686 万吨，环比二季度的 772 万吨下降 1.54%，同比减少

14.3%；商品煤销量 558 万吨，环比二季度的 664 万吨降低 15.97%，同比增加 3.11%。三季度单季平均售价

772.09 元/吨，环比二季度的 779.39 元/吨降低 0.94%，但同比高出 7.15%；平均成本 576.57 元/吨，环比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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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 615.57 元/吨下降 6.34%，同比增加 5.75%。 

 销售增加使销售费用上升，发债规模增加致财务费用上升。报告期内公司期间费用 17.26 亿元，同比增加 7.07%。

其中财务费用 8.27 亿元，同比增加 3846.63 万元，同比增幅 4.88%。主要是由于债券利息费用的变化引起。

公司 2018 年以前发行的债券中没有在 18、19 两年到期的，故两年计提相同的利息。而 18 年 8、9 月公司发

行了 3 支债券共计 28 亿规模，根据票息于三季报计提了约 830 万利息；而 18 年四季度至 19 年三季度末，共

发行 7 支债券规模共计约 21 亿，根据票息测算，19 年 1-3 季度共需计提约 2.6 亿元利息，同比增加约 2.5 亿

元；管理费用 4.78 亿元，同比减少约 360.54 万元，降幅 0.75%；销售费用 1.64 亿元，同比增加 1691.03 万

元，同比增幅 11.5%，主要是煤炭销量的增加引起的。 

 公司继续回购股份，看好长期价值。公司于 2019 年 4 月公告称，将按集中竞价的方式，以自有资金下限 2.7

亿元、上限 3.3 亿元，按不超过 5.45 元/股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回购股份的 50%计划用于注销以减少公司

注册资本；剩余 50%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计划按最新的回购规则在发布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

告 12 个月后进行减少注册资本。大规模股份回购，充分表明了控股股东看好公司长期价值。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已累计回购 5214.06 万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2.208%，成交的最高价

为 4.77 元/股，最低价为 3.79 元/股，累计支付的总金额为 2.21 亿元。炭业务量价微增，但受成本增加拖累，

吨煤毛利下降。 

 投资建议：由于焦煤价格不达预期，我们下调公司盈利预测，预计 2019 年-2021 年公司 EPS 分别为 0.5 元、

0.53 元和 0.49 元；对应 PE 分别为 7.7 倍、7.2 倍和 7.9 倍。继续维持公司“买入”评级。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下行，导致煤炭需求下滑，公司煤炭产品价格下滑。 

(联系人：孟祥文/施佳瑜) 

 

万和电气（002543）2019 年三季报点评：短期内外交困收入承压，无碍燃热龙头长期发展 

 Q3 收入略低预期、业绩符合预期，外销回款带动现金流大幅改善。公司披露 2019 年三季报，前三季度实现营

业收入 47.94 亿元，同比减少 9.41%；实现归母净利润 4.46 亿元，同比增长 20.93%；实现扣非归母净利润

3.85 亿元，同比增长 21.96%；实现经营性现金流 9.06 亿元，同比增长 218.75%；对应每股收益 0.60 元/股，

同比增长 20%。其中单 Q3 大体上延续上半年收入下滑、利润双位数增长的趋势，实现营业收入 12.42 亿元，

同比减少 18.64%；实现归母净利润 1.16 亿元，同比增长 25.93%，Q3 收入端略低预期主要是内销壁挂炉增

速放缓+出口受关税影响拖累，业绩基本符合预期。单 Q3 实现经营性现金流 3.54 亿元，同比大幅增长 931.54%，

主要是外销账期导致今年 Q3 集中回款带来现金流大幅改善。 

 内外交困短期压力尚存，长期看燃热龙头地位稳固。我们拆分公司内外销看，预计前三季度内销下滑 6-8%；

外销下滑 8-10%。内销主要是一方面受到北方煤改气政策和天然气量制约，通过煤改气渠道政府采购的壁挂炉

业务同比大幅下滑；另一方面，占内销收入比重 60%的传统零售渠道由于终端需求不景气，上半年下滑 11%，

预计三季度下滑幅度加大；占内销收入比重 20%+的电商渠道增速也有所放缓。外销主要是受外部环境加征关

税影响，出口北美地区的烤炉产品下滑较多，烤炉占外销收入比重 60%，上半年下滑 21%，下半年暂无好转

迹象；厨电产品（烟灶）和热水产品（燃热、电热）的出口同比仍有 30%以上增长，增长主要在东南亚印度、

泰国和欧洲俄罗斯等地区，这是公司降低对北美地区依赖，逐步走出去发力海外自主品牌的结果；目前自主品

牌收入体量仅千万级别、占比很小，但未来有望逐步提高。短期看公司收入端压力尚存，长期看公司作为燃热

龙头地位稳固，借助线下 1.6 万个网点、2000 个专卖店和 KA 连锁、地方连锁、商超百货等多方位渠道布局；

拥有 500+经销商，其中核心经销商 200+；在热水器行业发生结构性转换（燃热替代电热趋势确立）的背景下

将有所收益。 

 内销产品结构调整+低毛利外销增速放缓带动盈利能力提升。盈利能力方面，前三季度公司整体毛利率同比提

升 5.33 个 pcts、环比再度提升 0.57 个 pcts 达 33.94%，连续五个季度的毛利率上涨一方面低毛利的外销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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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缓，另一方面是公司内销调整产品结构提升盈利能力的结果。公司正在进行内销业务的产品结构调整：低端

产品逐步淘汰、提升中高端产品占比；目前“万和+梅塞斯”双品牌运营助力万和逐步淘汰中低端产品。万和

热水器技术对标德国，是唯一一家可以达到欧洲排放标准的国内燃气热水器制造商，产品技术没有问题，但问

题在于品牌认可度不够；过去万和定位中端，后续会进一步注重品牌的包装打造，提升品牌溢价力。费用率方

面，今年公司内销工作的重点之一在于拓展经销商和加大品牌营销力度，2019 年前三季度公司销售费用率同

比提升 3.21 个 pcts，其中单 Q3 销售费用率同比提升 2.36 个 pcts，销售费用投入主要用在经销商拓展和电视

广告投入，抖音等社交新媒体也有投入；未来的营销推广将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会和收入相匹配。前三季度管

理费用率同比提升 0.11 个 pcts、研发费用率同比提升 0.25 个 pcts、财务费用率同比减少 0.3 个 pcts，综合

带来公司三费率同比提升 3.27 个 pcts，净利率同比提升 2.37 个 pcts 至 9.47%。 

 盈利预测与投资评级。我们维持公司 2019-2021 年净利润分别为 5.62 亿元、6.31 亿元和 6.99 亿元，分别同

比增长 15%、12%和 11%，对应 EPS0.76 元、0.85 元和 0.94 元，对应 PE 分别为 13 倍、11 倍和 10 倍，考

虑到公司燃热龙头地位稳固，受益于行业内生性增长；且公司内销业务逐步调整产品结构带动盈利水平提升，

未来外销自主品牌发力有望贡献利润弹性，维持“买入”投资评级。 

(联系人：刘正/梁姝雯) 

 

桂冠电力（600236）2019 年三季报点评：来水有所好转 火电发电量大增 

 事件：公司发布 2019 年三季报。公司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71.69 亿元，同比增长 0.09%，归母净利润 19.67

亿元，同比减少 2.24%，符合申万宏源预期。 

 投资要点：汛期来水略有好转，三季度单季水电发电量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上半年我国南方地区整体来水向

好但分布不均，红水河流域来水偏枯，公司上半年水电发电量同比减少 7.7%。广西省汛期来水有所好转，公司

三季度单季实现水电发电量 106.4 亿千瓦时，与 2018 年同期基本持平，带动前三季累计水电发电量同比降幅

缩减至-5.16%。 

 电力供需区域分化格局加剧，合山电站利用小时数大幅回升。我国 2019 年电力供需基本格局为供需区域分化，

广西省为我国电解铝产业转移主要目的地，用电增速持续领跑全国，前三季度全区用电量同比增长 12.13%，

位居全国首位。同时由于来水整体偏枯，广西省火电利用小时数大幅提升，前三季度累计同比增加 536 小时。

公司前三季度合山电站实现发电量 24.66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70.66%。合山电站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减亏 1.19

亿元，广西省三季度电煤价格指数同比下跌 4.9%，预计合山电站未来亏损有望继续收窄。 

 积极优化清洁能源电源结构，业绩稳健有望维持高分红。公司近年来持续发展风电业务，广西宾阳马王一期风

电项目于 2019 年 3 月底实现首台机组投产发电，马王二期风电项目（100MW）于 5 月获得核准。但是受风

况不佳拖累，公司前三季度实现风电 2.51 亿千瓦时，同比减少 11.31%。随着在建装机逐步投产，未来新能源

有望持续贡献业绩增量。公司近年来大幅提高分红比率，2016-2018 年分红比例分别为 30.38%、79.68%和

63.56%。当前公司整体业绩稳健，高分红比例有望维持。 

 长江电力三季度再度增持公司股份，持股比例位列第四。长江电力近年来持续增持公司股份，2018 年年报中

首次进入前十大股东，2019 年上半年增持公司 0.64%股份，持股比例上升至第五位。三季度继续再度增持公

司 0.67%股份，目前累计持股比例已达 3.88%，位列第四大股东。公司价值获得业内产业资本持续认可。 

 盈利预测与估值：综合考虑来水情况及火电业绩好转，我们维持 2019-2021 年归母净利润预测分别为 24.67、

25.91 和 26.62 亿元，，当前股价对应 PE 为 11、10 和 10 倍，维持“买入”评级。 

(联系人：刘晓宁/王璐/查浩/邹佩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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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创时尚(603608)2019 年三季报点评：主业逐步企稳，Q3电商增速 45%，持续高增长 

 公司业绩保持平稳，鞋服主业企稳，基本符合预期。1）19 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15.1 亿元，同比增长 2.9%；

实现归母净利润 1.7 亿元，同比下降 7.9%，扣非净利润 1.6 亿元，同比下降 3.0%。2）19Q3 实现营收 4.7 亿

元，同比微降 0.1%，归母净利润 5068 万元，同比增长 5.1%，扣非净利润 4263 万元，同比增长 33.4%，继

续延续二季度较好的复苏势头。3）其中鞋服主业 19 年前三季度实现营收 12.3 亿元，同比下降 1.6%；Q3 单

季度鞋服主业收入 3.6 亿元，同比下降 3.7%，主要由于线下店铺持续优化，关闭经营不善的店铺，提高经营效

率。 

 毛利率、净利率略有下降，期间费用控制良好，资产质量健康。1）毛利率下降带动净利率下行。19 年前三季

度毛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 2.0pct 至 54.4%，主要由于小子科技中低毛利的移动互联网媒体广告业务占比提高，

带动整体毛利率下行。销售费用率下降 0.3pct 至 27.8%，管理费用率（含研发费用）下降 0.3pct 至 13.0%。

净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 1.4pct 至 11.5%。2）资产质量保持良好。19 年前三季度应收账款较年初减少 5119 万

元至 2.7 亿元，存货较年初减少 297 万元至 4.8 亿元。19 年前三季度经营性现金流 2.0 亿元，较去年同期减少

4330 万元，整体资产质量较为良好。 

 线下门店持续调整，电商复苏态势持续增强。1）线下持续优化渠道结构，对低效店铺进行优化或关闭。截至

19 前三季度末，公司合计门店数共 1791 家，较年初减少 134 家，其中直营店 1270 家（占比达 71%），净关

202 家，加盟店为 521 家（占比达 29%），净关 67 家。2）线上积极调整，复苏态势明显。19 年前三季度实现

线上收入 2.2 亿元，同比增长 30.9%，线上收入占营收比重为 17.7%，较去年同期增长 4.4pct，提升明显。其

中单三季度电商收入 5858 万元，同比增长 45.2%，增长势头强劲，Q4 仍有望保持较高增速。 

 小子科技持续快速增长，积极开拓新业务。1）小子科技业务规模持续快速增长。19 年前三季度小子科技实现

收入 2.8 亿元，同比增长 29.6%，持续快速增长，预计基本能实现 19 年承诺实现净利润（1.1 亿元）。2）新业

务拓展导致毛利率有所下滑。为应对移动营销愈加激烈的竞争，小子科技积极开拓新业务，包括帮助大型 APP

等广告主唤醒沉睡用户重新激活，以及布局小程序业务进入微信生态圈等，但由于新业务毛利率较低，使得小

子科技毛利率下降 3.7pct 至 38.8%。 

 公司是女鞋行业中的龙头企业，线下渠道持续优化结构，线上快速增长，业绩较为稳健，维持"增持"评级。公

司线下门店逐步调整，加强店效，优化供应链，降本增效。线上经过调整后复苏势头强劲，19Q3 表现亮眼，

四季度仍将保持高速增长。考虑到线下渠道持续优化调整，故略下调原有盈利预测，预计 19-21 年归母净利润

为 2.5/2.8/3.0 亿元（原为 2.6/2.9/3.3 亿元），对应 EPS 为 0.58/0.64/0.70，PE 为 13/11/10 倍，维持"增持"

评级。 

 

(联系人：王立平/戎姜斌) 

 

亿联网络（300628）2019 年三季报点评：营收利润率双提升，关注高端产品及云视讯突破 

 公司发布 2019 年三季度业绩报告。前三季度总体收入 18.55 亿元，同比增长 41%；归母净利润 9.83 亿元，

同比增长 48%。单三季度来看，收入 6.8 亿元，同比增长 42.3%；归母净利润 3.76 亿元，同比增长 48%。总

体来看处于三季报预告区间偏上限，业绩好于此前市场对于公司三季度的预判。前三季度经营性现金流 7.68

亿元，同比增长 63%。 

 利润率持续提升彰显公司良好的盈利水平。前三季度来看，公司的毛利率达到了 65.7%，归母净利润率为 53%，

处于历史较高水平。这也验证了公司毛利率较高的高端产品正在不断放量。销售费用率有所提升，预计投入在

公司新产品或者 VCS 拓展中，为后续带来持续的盈利能力。经营性现金流依旧保持稳定高增，保障收益质量。 

 业绩的超预期增长预计来源于高端产品的放量及欧洲地区增长。从公司此前的预告中表明。（1）各业务增长符

合预期，高端产品占比逐步提升，在公司回复上交所问询函中 SIP 话机近两年来呈现量价齐升的趋势，持续关

注后续 T5 话机的出货情况；此外 VCS 保持高速增长。（2）美元汇率波动对收入同比增长带来了有利影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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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以美元进行收入结算，人民币在三季度贬值利好公司的收入提升。（3）三季度末，为应对“英国脱欧”事件

影响，欧洲部分区域经销商适当提高了库存备货规模。同时由于公司加强资金管理，维持稳定的投资收益水平，

净利润亦保持稳定增长。 

 与多巨头战略合作发力云视讯赛道。公司发布了基于全新架构升级的全球企业通信平台亿联云视讯，产品获得

了业内首张泰尔安全 5 星证书，与腾讯和索尼相继签署战略合作。除此之 9 月 19 日，公司与运营商正式签署

合作协议，公司凭借领先的云视频会议技术，携手运营商共同开拓 5G 时代视频会议的核心应用，帮助客户实

现智能办公与高校会议。 

 上修 19 年盈利预测，维持“增持”评级。考虑到公司高端产品市场拓展良好，前三季度业绩增长强劲，我们

上修 19-21 年利润预测，上修前预计 19/20/21 年归母净利润为 11.0/13.9/17.2 亿元，上调后预测 19/20/21

年净利润 12.2/15.3/18.9 亿元,同比增长 43%/25%/24%，对应 19/20/21 年公司 PE 为 35/28/23 倍，维持“增

持”评级。 

(联系人：朱型檑/唐宗其) 

 

金石资源（603505）19年三季报业绩点评：制冷剂需求疲软拖累萤石销量，四季度内蒙停采将带

动萤石价格上涨 

 公司公布 2019 年三季报，业绩符合预期。公司 1-3Q2019 实现营业收入 5.44 亿元（yoy+47.65%），归母

净利润为 1.66 亿元（yoy+133.56%），符合预期。其中 3Q19 单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1.86 亿元（yoy+25.25%，

QoQ-17.84%），归母净利润为 0.55 亿元（yoy+93.14%，QoQ-20.54%）。1-3Q19 年净利润大幅上涨的

主要原因为各类萤石产品的同比的量价齐升，其中 3Q19 年归母净利润环比下滑主要是由于下游制冷剂需求疲

软导致单季度萤石销量环比下滑，3Q19 单季度整体销售毛利率为 61.78%，同比上升 11.52 个百分点，环比

略微下滑 0.13 个百分点。 

 下游制冷剂需求疲软导致公司各类萤石产品销量环比下滑，但萤石单吨净利润继续增加，进入冬季，内蒙地区

逐步停采，四季度萤石价格有望上涨。空调及汽车产量下滑导致制冷剂需求下滑，3Q19 单季度公司各类萤石

产品产量为 11.57 万吨（yoy+65.05%）,销量为 6.75 万吨，预计同比持稳，环比下滑，3Q19 产销率下滑至

58.34%，而 1H19 上半年公司萤石产品的产销率约为 99%，因此 3Q19 存货为 1.07 亿元，同比环比分别上升

35%、34%。根据卓创的统计数据显示 3Q19 年国内萤石价格同比环比分别上涨 19%、10%，而 3Q19 国内

氢氟酸价格同比环比分别仅上涨 1.1%、0.72%，因此公司萤石产品平均单吨净利润同比环比均上升，3Q19 单

季度公司各类萤石平均净利润为 814.8 元/吨，环比 1H2019 上半年的 778.9 元/吨上升了 4.6%。进入四季度

内蒙地区逐步停产，国内供应紧张，预计萤石价格将上涨，同时 2020 年二代制冷剂配额减少或将带来补库存

行情，有望带动萤石的需求。 

 长期来看，受制冷剂迭代拉动以及电解铝、粗钢产量的稳定增长，萤石需求有望持续增长，供需格局向好，价

格中枢有望持续上移。萤石下游应用领域广泛，氟化工、电解铝、钢铁行业对其需求占比分别为 52%、15%、

20%，随着二代制冷剂配额的减少以及三代制冷剂大量新产能的投产，萤石需求得以拉动（二代 R22 单耗 0.5

的氢氟酸，而三代制冷剂平均单耗氢氟酸均在 0.8 以上），据我们初步统计，2020 年前主流的三代制冷剂 R134a、

R125、R32 预计要投产的新增产能分别达到 4、8.7、22 万吨。同时电解铝和粗钢产量亦有望持续稳定增长。

短期看，内蒙、安徽、江西等地多数企业仍处于停车整顿中，同时临近冬季内蒙地区将逐步停采，有望推动萤

石价格企稳上涨；长期看，根据我们测算，预计萤石 2019-2021 年需求增速分别为 3%、4%、2%，且并不会

因为单一领域的不景气而出现大幅下滑，而供给受限，供需格局好转，萤石价格中枢有望继续上行。 

 投资评级与盈利预测。国内萤石龙头，短期萤石供给将受到内蒙地区冬季停采的影响，长期受环保、生态红线

及监管的趋严，供给收缩明显。下游需求受制冷剂迭代、电解铝和粗钢产量持续增长带动，供需格局向好，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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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价格中枢有望持续上移，维持盈利预测，我们预计公司 2019-2021 年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2.66、3.80、4.37

亿元，EPS 分别为 1.11、1.58、1.82，对应当前 PE 为 17X、12X、11X，维持增持评级。 

 风险提示：1.萤石价格下跌；2.环保执行力度不到位，各地复产超预期；3.空调、汽车等产销量持续下滑带来的

制冷剂需求的疲软；4.翔振冬季寒冷情况下产量低于预期。 

(联系人：马昕晔/宋涛) 

 

兴发集团（600141）19年三季报业绩点评：“三磷整治”推升黄磷及磷酸盐价格，草甘膦产销恢复，

业绩略超预期 

 公司公布 2019 年三季报，业绩略超预期。公司 1-3Q2019 实现营业收入 144.47 亿元（yoy+1.01%），归母

净利润为 3.01 亿元（yoy-23.08%），扣非后归母净利润为 2.92 亿元，同比下滑 50.35%，业绩略超预期。其

中 3Q19 单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49.40 亿元（yoy+0.63%，QoQ-4.15%），归母净利润为 1.77 亿元（yoy-14.60%，

QoQ+128.23%）。3Q19 单季度归母净利润虽因有机硅价格同比大跌而同比下滑，但环比大幅增长，主要原

因是：1.黄磷及磷酸盐、草甘膦等产品价格和盈利环比提升；2.公司大力推进亏损板块减亏增效，新疆兴发已

实现扭亏为盈，襄阳兴发等子公司减亏效果明显；3.受需求旺季及行业内部分装置检修减少供给影响，有机硅

价格出现阶段性反弹。公司同时公告拟同意联营公司湖北兴力电子材料通过增资扩股或者老股转让方式引入新

合作方贵州磷化集团（由贵州瓮福和开磷合并而成）以提高兴力在建的电子级氢氟酸的原材料保障，进一步做

大做强公司电子化学品业务布局。 

 “三磷整治”推升黄磷及磷酸盐价格，磷矿石受需求疲软拖累，价格略有下滑，环保改造完毕草甘膦开工率提

升，产销恢复。“三磷整治”使得国内黄磷开工率骤降，长期推升黄磷价格中枢，目前湖北仅兴发由于环保装

置完备可以正常开工，1-3Q19 以及 3Q19 单季黄磷（不含税，下同）平均售价分别同比上涨 5.41%、26.3%，

目前公司的黄磷大多数自用，未来随着公司精制磷酸项目的逐步达产以及热法湿法工艺的部分替代，外售黄磷

比例将逐步增加。受原料涨价带动公司精细磷酸盐 3Q19 平均售价同比、环比分别上涨 4.2%、0.9%。3Q19

磷矿石外售均价同比、环比分别下滑 6.9%、4.0%，公司目前已获得后坪磷矿采矿许可证，磷矿设计产能增长

至 760 万吨，预计 2021 年能实现正常开采。目前公司具有草甘膦产能 18 万吨（产能规模位居国内第一，世

界第二）。1-3Q19 公司草甘膦平均售价同比下跌 4.61%，但原料多聚甲醛、冰醋酸、乌洛托品价格同比分别

下跌 27.91%、33.57%、14.09%，导致草甘膦的毛利率有所扩大，同时环保改造结束后草甘膦开工大幅提升，

1-3Q19 年草甘膦产销量同比分别增长 49.8%、25.0%。 

 在建工程的陆续达产以及有机硅和草甘膦业务少数股东权益的收购完毕将带来公司未来盈利的持续向上。

1-3Q19 公司有机硅价格同比大幅下跌 39.73%导致其盈利能力大幅下降，但公司已完成收购兴瑞硅业 50%少

数股东权益，同时配套融资向下游拓展特种硅橡胶和硅油项目，将进一步降低成本以及完善产业链，带来新的

利润增量。目前兴瑞正在实施有机硅单体技术升级改造项目和 10 万吨特种硅橡胶及硅油项目，预计 19 年底单

体产能将增加至 32 万吨（目前 20 万吨），2020 年 6 月增加至 36 万吨。目前公司的在建工程包括宜都 300

万吨胶磷矿选矿及深加工项目，宜都的 5 万吨工业级湿法磷酸精制技改以及一些磷酸盐项目，目前宜昌新材料

园区沿江的部分草甘膦装置搬迁技改已经完成，未来配募以及在建工程的逐步达产将给公司带来新的增长动力。 

 联营公司兴力电子材料引入贵州磷化集团作为战略合作方进行增资扩股，做大做强公司电子化学品业务布局。

增资完成后，公司、贵州磷化集团和 Forerunner 分别持股 30%、30%、40%。19 年 8 月兴力公司启动 3 万

吨电子级氢氟酸一期 1.5 万吨工程建设，预计 2020 年三季度建成投产，其中 Forerunner 负责为该项目提供全

球先进的纯化 10ppt（G5）等级电子级氢氟酸生产技术，而磷化集团则保障原料无水氟化氢的供应。目前公司

已经先后布局了电子级磷酸、电子级硫酸、电子级双氧水、显影液等电子化学品，未来将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 

 盈利预测与投资评级：“矿电磷—磷硅—肥化”产业结构逐步完善，布局电子化学品业务，打造国内磷化工、

草甘膦及有机硅行业龙头。考虑到公司固定资产报废处理以及商誉减值的风险的逐步释放，子公司少数股东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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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整理完毕以及未来 10 万吨特种硅橡胶和硅油项目的逐步达产，磷化工则长期受益于“三磷整治”带来的龙

头长期增长红利，公司整体业绩有望底部向上，维持盈利预测，考虑到在建项目的逐步达产以及黄磷、磷酸盐

价格中枢的长期上移，我们上调公司 2019-2021 年归母净利润预测为 4.33、5.85、8.18 亿元（原为 3.62、5.32、

6.10 亿元），对应 EPS 分别为 0.47、0.64、0.89 元（原为 0.45、0.58、0.79 元），对应的 PE 为 22X、16X、

12X。维持增持评级。 

 风险提示：1.磷矿石、有机硅、草甘膦等产品价格大跌；2.新项目投产低于预期 3.“三磷整治”过严带来的短

期停工。 

(联系人：马昕晔/宋涛) 

 

云天化（600096）19年三季报业绩点评：各主要产品价格下跌拖累业绩，资产负债率连续四个季

度下降 

 公司发布 2019 年三季报，业绩符合预期。1-3Q19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10.85 亿元（yoy+11.89%），归母净

利润为 1.34 亿元（yoy+62.12%），其中非经常性损益为 8148.09 万元，扣非后的归母净利润为-5106.46 万

元，同比减亏 3340 万元，业绩符合预期。其中 3Q19 单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126.83 亿元（yoy-6.42%，

QoQ-13.22%），归母净利润为 0.08 亿元（yoy-54.13%，QoQ-45.43%），单季度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包

括研发费用）、财务费用同比分别下降 7.86%、14.62%、23.23%，环比分别涨跌 11.81%、2.79%、-9.28%。

3Q19 归母净利润下滑是由于主要产品磷肥、复合肥和、尿素和聚甲醛售价同比下滑。公司同时公告现金出资

2 亿设立云南磷业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基础黄磷升级及精细磷化工产品研发和产业化工作。 

 需求疲软导致公司各类化肥产品、聚甲醛价格持续下跌，价差收窄，盈利下滑。1-3Q19 公司磷酸二铵、磷酸

一铵、尿素销售均价（不含税，下同）同比分别下跌 3.29%、6.03%、1.34%，其中 3Q19 价格加速下滑，同

比分别下跌 8.2%、10.4%、10.5%，价差缩窄，化肥业务盈利能力下滑。云南地区磷矿石价格较为稳定，1-3Q19

公司磷矿石产量、销量同比分别继续增长 13.1%、31.7%，盈利情况较好。1-3Q19 年聚甲醛行业部分原来停

产的生产商逐步复产，产能逐步回升，但下游需求低迷导致价格下跌，1-3Q19 年公司聚甲醛销售均价、销量

同比分别下降 17.7%、10.4%。 

 持续推进减债工作，积极优化资产结构，资产负债率连续四个季度下滑。1H19 磷化集团引进建行投资和交银

投资完成 10 亿元市场化债转股，3Q19 资产负债率较二季度环比继续下降 0.3 个百分点至 88.54%，财务费用

单季度下降明显，3Q19 公司财务费用为 5.88 亿，同比环比分别下降 23.23%、9.28%。由于可控费用下降，

3Q19 管理费用（含研发费用）同比下降 14.62%。未来公司将继续优化和控制可控费用，同时积极寻求投资者，

加快与金融机构合作，推进权益性融资和子公司层面债转股，通过增资扩股方式增加公司权益性资本，改善资

本结构，降低资产负债率。 

 投资设立云南磷业科技有限公司，推动黄磷及精细磷化工产业整合及发展，提升公司精细磷化工业务持久竞争

力。“三磷整治”以黄磷行业治理为第一枪，国内黄磷开工率骤降，黄磷价格中枢长期上移一个台阶，公司拥

有充足的磷资源和技术，目前拥有 3 万吨黄磷产能，未来将加强黄磷、聚磷酸、磷酸盐等精细磷化工产品链的

打造，提升磷化工竞争力。  

 盈利预测与投资评级：“三磷整治”加速行业供给侧改革，长期利好磷化工，随着公司资产负债结构的逐步改

善，业绩有望底部向上，我们维持公司 2019-2021 年归母净利润预测为 3.05、5.24、6.74 亿元，EPS 分别为

0.21、0.37、0.47 元，目前市值对应的 PE 为 26X、15X、12X。入选“双百企业“迎来国企改革历史机遇，

股权激励彰显改革决心及对未来经营信心，矿肥一体化成本优势明显，维持增持评级。 

 风险提示：1.磷矿石、磷肥、聚甲醛价格持续下跌；2.减债进度低于预期，资产负债率继续上行；3.三项费用持

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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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马昕晔/宋涛) 

 

永新股份（002014）2019 年三季报点评： 子公司产能利用率提升，利润增速超预期 

公司公告 

 公司公告 2019 年三季报，归母净利同比增长 23.9%，利润增速超预期。公司 2019 年 1-9 月实现收入 18.56

亿元，同比增长 11.8%；实现归母净利 1.85 亿元，同比增长 23.9%，利润增速超预期；其中 2019 年 Q3 实现

收入 7.05 亿元，同比增长 15.2%，实现归母净利 0.79 亿元，同比增长 36.3%。 

 河北及黄山高新区工厂产能利用率提升，叠加原材料价格回落，推动毛利率提升。1）子公司河北工厂及黄山

高新区产能利用率提升。黄山高新区工厂前期处于新客户打样过程，产能利用率逐步爬坡，目前在 60%左右，

跨过盈亏平衡点；河北工厂环保技改完成，今年停限产天数大大缩短，工厂效益显现。2019 年 Q3 母公司净利

润同比增长 18.6%至 0.54 亿元；子公司产能利用带动合并净利润同比增长 35.1%至 0.80 亿元。2）原材料成

本下跌。公司原材料价格同比下降，推升公司盈利能力（公司塑料软包主要原材料为 PE、CPP 等石油衍生品，

Brent 原油商品指数 2019 年 Q3 均价同比下降 18.7%）。同时受益于子公司产能利用率提升，客户结构和产

品结构调整，2019 年 Q3 综合毛利率为 24.5%，同比提升 2.43pct；净利率 11.4%，同比提升 1.67pct。 

 受益于行业洗牌、龙头集中度提升，下游品牌客户份额扩大，公司有望保持成长趋势。1）环保趋严+行业洗牌，

龙头集中度提升：公司是我国塑料软包装龙头企业，随着消费升级，高端优质产品继续渠道下沉，环保趋严导

致行业洗牌，龙头集中度有望不断提升，永新未来市场份额将持续扩大，打开业绩成长空间。2）下游客户市

占率扩增：公司下游主要是食品、日化等领域，其中烘焙食品行业，我国 CR10 仅 15%左右，英国烘焙食品

CR10 已经达到 30%。公司服务于下游龙头消费品牌，伴随客户市占率提升，公司订单有望持续增长。 

 塑料软包龙头长期经营稳健，受益于行业整合趋势。前期因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公司受成本上涨冲击，盈利

能力有所承压。但凭借在行业内的长期经营竞争优势，技术、管理能力及客户资源的积累，未来有望长期受益

于行业整合趋势。由于河北及黄山高新工厂产能利用率大幅提升，我们上调 2019-2021 年归母净利的盈利预

测至 2.67 亿元、3.07 亿元和 3.53 亿元（原为 2.56 亿元、2.95 亿元和 3.39 亿元），当前股价（7.44 元）对

应 2019-2021 年的 PE 分别为 14、12 和 11 倍，稳定的经营模式下，具有估值安全边际，维持买入。 

(联系人：周海晨/屠亦婷/柴程森) 

 

宁德时代（300750）三季报点评：业绩增速符合申万宏源预期，高镍产能释放带来竞争力提升 

 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25 日发布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单季度公司实现营收 125.92 亿元，同比增长 28.8%，

实现归母净利润 13.62 亿元，同比减少 7.2%；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收 328.56 亿元，同比增长 71.7%，实现归

母净利润 34.64 亿元，同比增长 45.65%。业绩增速符合申万宏源预期。 

 业绩增速符合申万宏源预期，量增价跌导致单季度同比下滑。2019Q3 单季度，公司实现营收 125.92 亿元，同

比增长 28.8%，实现归母净利润 13.62 亿元，同比减少 7.2%。三季度业绩同比下滑主要原因在于：1）2019

年新能源汽车补贴退坡后，下游整车产销量增速放缓，根据高工锂电数据显示，三季度公司实现动力电池装机

7.79GWh，市占率超过 60%，但同比仅增长 8.14%；2）电池产品售价同比下滑，幅度高于成本下降，2019Q3

实现综合毛利率 27.93%，同比减少 3.34 个百分点，环比减少 2.91 个百分点；3）第三季度期间费用率达 14.92%，

同比增长 3.86 个百分点。 

 国内市场集中度加速提升，海外工厂顺利开工助力国际化。根据高工锂电数据，受国内补贴退坡影响，2019Q3

中国市场仅实现动力电池装机 12.29GWh。而 2019Q3 公司市场份额达 63.36%，远高于 2018 年全年水平

（41.3%）。公司积极开拓海外市场，与宝马、戴姆勒、现代、捷豹路虎、标致雪铁龙、大众和沃尔沃等国际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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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品牌深化合作，获得多个重要项目的定点，配套车型有望在未来几年内陆续上市。近期公司位于德国的首个

海外工厂已开工，预计 2022 年可实现 14GWh 电池产能。 

 公司引领高镍电池路线，一代 NCM811 电池快速放量，二代 NCM811 电池加速研发。今年以来搭载宁德时代

NCM811 电池的宝马 X1 xDrive25Le PHEV、广汽 Aion S、蔚来 ES6、吉利几何 A、小鹏 P7、合众 U、金康

SF5、广汽 Aion LX 等多款车型陆续推出，宁德时代成为 NCM811 电池出货量最大的电池企业。公司量产的第

一代高镍+石墨体系的 NCM811 电池单体比能量已经超过 240wh/kg，系统能量密度可达 180wh/kg，实现续

航超 500km；公司第二代高镍+硅碳体系的 NCM811 电池正在开发过程中，单体比能量达 300wh/kg，系统

能量密度或超 200wh/kg。我们认为动力电池不是简单标品，高镍路线先发优势有望带来更大差异化，进一步

拉开与二线品牌的盈利能力差距。 

 维持盈利预测，维持“增持”评级：我们维持盈利预测不变，预计公司 2019-2021 年净利润分别为 44.65 亿元、

50.59 亿元、57.31 亿元，对应 EPS 分别为 2.02 元/股、2.29 元/股、2.60 元/股，当前股价对应 PE 分别为 35

倍、31 倍、27 倍。维持“增持”评级。 

 风险提示： 2019Q4 国内电动车销量不达预期，2020H1 动力电池价格下跌超出预期 

(联系人：郑嘉伟) 

 

兖州煤业（600188）19年三季报点评——煤炭销售量价增长，但受成本大增拖累，公司三季度毛

利下滑 

事件： 

公司 10 月 26 日公告 2019 年三季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 1506.11 亿元，同比增长 26.36%，归母净利

润 69.84 亿元，同比增长 26.88%，基本每股收益 1.42 元。公司三季度单季归母净利润 16.23 亿元，环比二季

度的 30.52 亿元减少 46.83%，比去年同期增长 39.57%。业绩基本符合预期。 

投资要点： 

 煤炭业务量价微增，但受成本增加拖累，吨煤毛利下降。报告期内公司煤炭产量 6937.5 万吨，同比降低 2.26%；

商品煤销量 8399.2 万吨，同比增长 1.58%。年初至三季度末，公司商品煤平均售价 555.04 元/吨，同比上涨

0.16%；吨煤成本 334.69 元/吨，同比增长 10.35%，吨煤毛利 220.35 元/吨，同比降低 12.16%。公司三季度

单季，原煤产量 2238.4 万吨，环比二季度的 2379.9 万吨下降 5.95%，同比减少 0.41%；商品煤销量 2870.4

万吨，环比二季度的 2884.7 万吨降低 0.5%，同比增加 5.59%。三季度单季平均售价 536.47 元/吨，环比二季

度的 536.27 元/吨上升 0.04%，同比降低 8.23%；平均成本 363.78 元/吨，环比二季度 308.84 元/吨增长 17.79%，

同比增加 5.7% 

 偿还债券并汇兑损失减少，使公司财务费用大降。报告期内公司期间费用 94.85 亿元，同比减少 23.52%。其

中财务费用 19.52 亿元，同比减少 13.15 亿元，同比降幅 40.25%，一方面利息支出同比减少 3.37 亿元，其中

2019 年前三季度公司偿还公司债券 19.49 亿元，另一方面汇兑损失同比减少 7.62 亿元；管理费用 31.37 亿元，

同比减少 13.66 亿元，同比降幅 30.34%，主要是由于 2018 年前三季度，因部分社会保险纳入济宁市统筹管理，

公司一次性计提社会保险费 10.06 亿元，而 2019 年前三季度未发生类似业务；销售费用 42.63 亿元，同比减

少 3.11 亿元，同比降幅 6.8%。 

 投资建议：我们修改了 2019 年的盈利预期，由 77.63 亿元上调至 82.18 亿元，是由于公司煤炭业务销量和价

格增长都略超我们之前的预期，另外新增了 2020-2021 年的盈利预测 84.39 亿元和 85.64 亿元，在煤价保持相

对稳定的前提下，我们预计 2019 年-2021 年公司 EPS 分别为 1.67 元、1.72 元和 1.74 元；对应 PE 分别为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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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6.3 倍和 6.2 倍。继续维持公司“买入”评级。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下行，导致煤炭需求下滑，公司煤炭产品价格下滑。 

(联系人：孟祥文/施佳瑜) 

 

新泉股份（603179）三季报点评：三季度营收跌幅环比收窄，最差时点已经过去，捷达等配套车

型开启放量 

 事件：公司公布 2019 年三季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 21.4 亿元，同比下降 18.6%；实现归母净利润 1.3 亿元，

同比下降 42.7%，扣非归母净利润 1.2 亿元，同比下降 45.7%，符合市场预期。 

 单季度营收跌幅收窄主要系博越、帝豪 GS、荣威 RX5 等配套车型产量环比显著改善。2019Q3 公司营收同比

下滑 11.1%，较 Q2 的-21%跌幅收拢 10pct。主要系吉利与荣威部分车型产量环比改善。其中博越、远景 X3、

帝豪较二季度产量分别改善 22%/20%/35%，同比跌幅均收窄，荣威 RX5 三季度产量同比跌幅收拢至-12%，

环比改善 64%。公司新获一汽大众捷达车型配套，捷达 VA3/VS5 均已在 9 月上市，单月产量分别为 9804/8519

辆，同时公司主要客户吉利宝腾在马来西亚销量表现良好，奇瑞新车型星途 LX10 月上市，预计均将为公司四

季度提供营收增量。 

 三季度配套新车型初期，固定资产及期间费用压力增长，导致三季度净利润跌幅超越营收。判断三季度为最差

时点，随车型后续放量利润拐点将现。2019Q3 为公司配套新车型放量初期，为保障新车型配套公司单季度存

货环比增长 17%至 7.17 亿元，固定资产环比上升 15.6%至 9.42 亿元，从而导致折旧压力增长。配套新车型

同时提升了期间费用率的压力，管理费用率同比上升 1.09pct 至 4.68%，研发费用率受在手订单研发需求同比

增加 1.41pct 至 4.79%，以及销售费用率小幅增长 0.59pct 至 4.2%，Q3 财务费用率同比小幅增长 0.31pct

至 1.24%。上述成本费用增长导致单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 3775 万元，同比下滑 50.3%，但均系配套新车型初

期增长的成本费用，随车型后续放量利润拐点将现。 

 性价比优势下抢跑进口替代赛道，品类拓展提升单车配套价值量。内外饰行业是下一个实现高进口替代的行业，

公司作为内资龙头抢跑优势明显。公司凭借成本管控带来的性价比优势，配合管理层本土化服务下的快速响应

能力，2019 年公司新获一汽大众捷达、上汽大众斯柯达等合资品牌的订单，未来有能力获得高端甚至豪华品

牌的订单，成为进口替代的典型力量。长期看，公司可通过产品品类拓展，实现从单一仪表盘总成（1300 元）

到立柱总成（700 元）到门内护板总成（400 元）再到保险杠（1000-2000 元）等产品延伸，持续提升单车配

套价值量。 

 下调盈利预测，维持买入评级。考虑三季度配套车型同比产销量复苏节奏仍较弱，我们下调盈利预期，预计公

司 2019-2021 年可实现营业收入 29.4 亿元、34.7 亿及 39.8 亿元（调整前 38.31 亿元、43.71 亿及 50.70 亿

元），对应净利润 2.11 亿、277 亿及 3.51 亿元（调整前 3.06 亿、3.48 亿及 4.01 亿元），同比增长-25%、

31%及 27%，对应估值为 15 倍、12 倍及 9 倍。 

(联系人：宋亭亭/竺绍迪/沈安琪) 

 

 

 

昨日报告推荐 

金九产销旺季不旺，预计全年平淡收尾 -2019 年 9 月新能源汽车销量点评 韩启明,郑嘉伟,张雷，分机 7424 

   库存继续快速下降，贸易商仍在转移库存压力  -  公历第 43 周钢铁库 姚洋，分机 7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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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数据点评   

山东高速（600350）点评：前三季度扣非利润增长 12.6%，看好改扩建利

润驱动 匡培钦,闫海，分机 7344 

正泰电器（601877）点评：业绩增速符合申万宏源预期，经营性现金流显

著转好 韩启明,郑嘉伟,张雷，分机 7424 

巨化股份（600160）点评：需求疲软拖累公司制冷剂、含氟聚合物量价齐

跌 马昕晔,宋涛，分机 7433 

恒瑞医药（600276）点评：公司收入增长进入快车道，持续加大研发费用

投入 闫天一，分机 7560 

濮阳惠成（300481）点评：业绩符合预期，Q3 毛利率创新高 宋涛，分机 7505 

闰土股份（002440）点评：Q3 染料价格快速下滑导致毛利率大幅下跌，业

绩低于预期 宋涛，分机 7505 

攀钢钒钛（000629）点评： 2019 三季报点评：钒产品价格走弱，盈利下

滑   姚洋，分机 7447 

宝信软件（600845）点评：IDC 与软件业务均平稳，长期增长逻辑不改 朱型檑 

万科 A（000002）点评：基本盘稳固、债务结构进一步优化 曹一凡，分机 7222 

中直股份（600038）点评：三季度增速超预期，看好全年业绩持续高增长 韩强，分机 7709 

劲嘉股份（002191）点评：2019 年三季报点评：业绩靓丽，各版块加速推

进  周海晨,屠亦婷，分机 7446 

广电运通（002152）点评：业绩符合预期，打造领先的人工智能全栈式服

务商 刘洋,刘畅，分机 7428 

上海家化（600315）点评：品牌发展分化，业绩基本符合预期  唐宋媛,王立平，分机 7417 

大亚圣象（000910）点评：2019 年三季报点评：地板工程持续高增长，费

用控制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周海晨,屠亦婷，分机 7446 

中工国际（002051）点评：并购中元协同效用显现，新签订单大幅增长 李峙屹，分机 7373 

华新水泥（600801）点评：三季报延续高增，有望受益于中西部基建发力 刘晓宁，分机 7415 

冀东水泥（000401）点评： Q3 京津冀需求受限导致短期业绩不及预期，

维持供需改善判断  刘晓宁，分机 7415 

万华化学（600309）点评：业绩符合预期，MDI 价格逐渐企稳石化业务环

比大增 宋涛，分机 7505 

华电国际（600027）点评：供需双杀下电价韧性强劲 期待煤价下行  刘晓宁,叶旭晨,王璐,查浩，分机 7415 

汇顶科技（603160）点评：Q3 净利率提升至 39%，布局 IoT 走向平台性

企业 杨海燕，分机 7467 

崇达技术（002815）点评：Q3 新品盈利低于预期，中高端通信板前景可期 杨海燕，分机 7467 

一张图看懂新三板问题与改革方向-聚焦新三板改革系列报告之一 刘靖,王文翌，分机 7461 

全球 PMI 初值公布，欧洲改善有限，美国超预期回升——2019 年 10 月 24

日债市日评  孟祥娟，分机 7396 

汇编早间版 191025 谢高翔，分机 7413 

汇编综合版 191025 庄杨，分机 7586 

【申万宏源晨会纪要】首推 GDP 结构分析与预测、中国平安（601318）和

中直股份（600038）点评 丁智艳，分机 7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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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报告或销售服务请联系机构销售部。网址：www.swsresearch.com；电话总机：（8621）23297818 

 

机构客户中心联系名单 

姓名 分工 直线 分机 E-mail 

王征 负责人 23297518 7518 wangzheng4@swhysc.com 

华东机构部      

李晨 华东机构部负责人 23297589 7589 lichen3@swhysc.com 

郑敏 销售经理 23297240 7240 zhengmin@swhysc.com 

金芙蓉 销售经理 23297531 7531 jinfurong@swhysc.com 

茅炯 销售经理 23297219 7219 maojiong@swhysc.com 

吴蓓 销售经理 23297322 7322 wubei@swhysc.com 

周为为 销售经理 23297348 7348 zhouweiwei@swhysc.com 

张道武 销售经理 23297512 7512 zhangdaowu@swhysc.com 

徐琥 销售经理 23297315 7315 xuhu1@swhysc.com 

郭颖 销售经理 23297209 7209 guoying1@swhysc.com 

浦洁 销售经理 23297526 7526 pujie@swhysc.com 

李可 销售经理 23297529 7529 like1@swhysc.com 

贾济恺 销售经理 23297543 7543 jiajikai@swhysc.com 

宋心竹 销售经理 23297524 7524 songxinzhu@swhysc.com 

王珠琳 销售经理 23297319 7319 wangzhulin@swhysc.com 

胡洁云 销售经理 23297247 7247 hujieyun@swhysc.com 

何颖仪 销售经理 23297535 7535 heyingyi@swhysc.com 

陈陶 销售助理 23297221 7221 chentao1@swhysc.com 

华北机构部      

李梦杰 华北机构部负责人 010-66500627  limengjie@swhysc.com 

张笑荣 销售经理 010-66500628  zhangxiaorong@swhysc.com 

刘蒙 销售经理 010-66500620  liumeng1@swhysc.com 

孙利群 机构销售 010-66500618  sunliqun@swhysc.com 

许钱乾 机构销售 010-66500630  xuqianqian@swhysc.com 

吴昊 机构销售 18566668114  wuhao1@swhysc.com 

杨墨 机构销售 010-66500629  yangmo@swhysc.com 

王梦颖 机构销售 010-66500621  wangmengying@swhysc.com 

刘琳 机构销售 010-66500616  liulin@swhysc.com 

李丹 销售助理 010-66500631  lidan4@swhysc.com 

郭冬悦 销售助理 010-66500629  guody@swhysc.com 

华南机构部      

谢文霓 华南机构部负责人 23297211 7211 xiewenni@swhysc.com 

夏苏云 销售经理 0755-83027814  xiasuyun@swhysc.com 

陈左茜 销售经理 0755-23832751  chenzuoxi@swhysc.com 

周虹 销售经理 0755-23832993  zhouhong1@swhysc.com 

胡强 销售经理 0755-88284495  huqiang@swhysc.com 

李振 销售经理 0755-88280095  lizhen@swhys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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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亮 销售经理 0755-83449154  zongliang@swhysc.com 

海外业务部      

韩宜庭 销售经理 0755-88285336  hanyiting@swhysc.com 

胡馨文 销售经理 23297753 7753 huxinwen@swhysc.com 

朱凡            销售经理                   23297573 7573 zhufan@swhysc.com 

产品发展部      

孙琛 产品发展部负责人 23297252 7252 sunchen@swhysc.com 

左孝鹏 业务经理 23297528 7528 zuoxp@swhysc.com 

陈梦妮 业务经理 23297483 7483 chenmengni@swhysc.com 

张新苗 业务经理 23297239 7239 zhangxinmiao@swhysc.com 

雷芮 业务经理    23297280 7280 leirui@swhysc.com 

综合业务部      

王莉娟 综合业务部负责人 23297248 7248 wanglj@swhysc.com 

武颖川 业务发展经理 23297271 7271 wuyingchuan@swhysc.com 

鲍丽萍 业务发展经理 23297258 7258 baolp@swhysc.com 

周杨 业务发展经理 23297215 7215 zhouyang2@swhysc.com 

张鹰飞  业务发展经理 23297476 7476 zhangyingfei@swhysc.com 

客户服务部     

丁芳艳 客户服务部负责人 23297466 7466 dingfangyan@swhysc.com 

朱芳 业务支持小组 23297233 7233 zhufang2@swhysc.com 

徐雄健 业务支持小组 33388216  xuxj@swhysc.com 

管莉莉 业务支持小组 23297235 7235 guanlili@swhysc.com 

余洁 业务支持小组 33388247  yujie@swhysc.com 

程晓昀 客户关系小组 23297406 7406 chengxiaoyun@swhysc.com 

廖筱婕 客户关系小组 23297208 7208 liaoxiaojie@swhysc.com 

陈桂兰 客户关系小组 33388220  chenguilan@swhys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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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证券分析师承诺 

本报告署名分析师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并注册为证券分析师，以勤勉的职业态度、专业审慎的研究

方法，使用合法合规的信息，独立、客观地出具本报告,并对本报告的内容和观点负责。本人不曾因，不因，也将不会因本报告中

的具体推荐意见或观点而直接或间接收到任何形式的补偿。 

与公司有关的信息披露 

本公司隶属于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本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取得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许可。本公司关联机构在

法律许可情况下可能持有或交易本报告提到的投资标的，还可能为或争取为这些标的提供投资银行服务。本公司在知晓范围内依

法合规地履行披露义务。客户可通过 compliance@swsresearch.com 索取有关披露资料或登录 www.swsresearch.com 信息披

露栏目查询从业人员资质情况、静默期安排及其他有关的信息披露。 

机构销售团队联系人    

华东 陈陶 021-23297221 13816876958 chentao1@swhysc.com  

华北 李丹 010-66500631 13681212498 lidan4@swhysc.com  

华南 谢文霓 021-23297211 18930809211 xiewenni@swhysc.com  

海外 胡馨文 021-23297753 18321619247 huxinwen@swhysc.com  

A 股投资评级说明   
证券的投资评级：   

以报告日后的 6 个月内，证券相对于市场基准指数的涨跌幅为标准，定义如下： 

买入（Buy） ：相对强于市场表现 20％以上； 
增持（Outperform） ：相对强于市场表现 5％～20％； 
中性 (Neutral) ：相对市场表现在－5％～＋5％之间波动； 
减持 (Underperform) ：相对弱于市场表现5％以下。 

行业的投资评级：   

以报告日后的6个月内，行业相对于市场基准指数的涨跌幅为标准，定义如下： 

看好（Overweight） ：行业超越整体市场表现； 
中性 (Neutral) ：行业与整体市场表现基本持平； 
看淡 (Underweight) ：行业弱于整体市场表现。 

本报告采用的基准指数 ：沪深300指数 

港股投资评级说明   
证券的投资评级：   

以报告日后的 6 个月内，证券相对于市场基准指数的涨跌幅为标准，定义如下：  

买入（BUY）： ：股价预计将上涨20%以上；  

增持（Outperform） ：股价预计将上涨10-20%；  

持有（Hold） ：股价变动幅度预计在-10%和+10%之间；  

减持（Underperform） ：股价预计将下跌10-20%；  
 
 

卖出（SELL） ：股价预计将下跌20%以上。  

行业的投资评级：   

以报告日后的6个月内，行业相对于市场基准指数的涨跌幅为标准，定义如下：  

看好（Overweight） ：行业超越整体市场表现；  

中性 (Neutral) ：行业与整体市场表现基本持平；  

看淡（Underweight） ：行业弱于整体市场表现。  

本报告采用的基准指数 ：恒生中国企业指数（HSCEI）  
 我们在此提醒您，不同证券研究机构采用不同的评级术语及评级标准。我们采用的是相对评级体系，表示投资的相对比重建议；

投资者买入或者卖出证券的决定取决于个人的实际情况，比如当前的持仓结构以及其他需要考虑的因素。投资者应阅读整篇报告，
以获取比较完整的观点与信息，不应仅仅依靠投资评级来推断结论。申银万国使用自己的行业分类体系，如果您对我们的行业分
类有兴趣，可以向我们的销售员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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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声明 
本报告由上海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有限公司（隶属于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香港、

澳门、台湾除外）发布，仅供本公司的客户（包括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等合法合规的客户）使用。本公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

报告而视其为客户。客户应当认识到本晨会报告为相关研究报告的节选摘要，有关本报告的短信提示、电话推荐等只是研究观点

的简要沟通，需以本公司 http://www.swsresearch.com 网站刊载的完整报告为准，本公司并接受客户的后续问询。 

本报告是基于已公开信息撰写，但本公司不保证该等信息的准确性或完整性。本报告所载的资料、工具、意见及推测只提供给客

户作参考之用，并非作为或被视为出售或购买证券或其他投资标的的邀请或向人作出邀请。本报告所载的资料、意见及推测仅反

映本公司于发布本报告当日的判断，本报告所指的证券或投资标的的价格、价值及投资收入可能会波动。在不同时期，本公司可

发出与本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不一致的报告。 

客户应当考虑到本公司可能存在可能影响本报告客观性的利益冲突，不应视本报告为作出投资决策的惟一因素。客户应自主作出

投资决策并自行承担投资风险。本公司特别提示,本公司不会与任何客户以任何形式分享证券投资收益或分担证券投资损失，任何

形式的分享证券投资收益或者分担证券投资损失的书面或口头承诺均为无效。本报告中所指的投资及服务可能不适合个别客户，

不构成客户私人咨询建议。本公司未确保本报告充分考虑到个别客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要。本公司建议客户应考虑

本报告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以及（若有必要）咨询独立投资顾问。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

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的任何损失负任何责

任。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若本报告的接收人非本公司的客户，应在基于本报告作出任何投资决定或就本报告要求任何解释

前咨询独立投资顾问。 

本报告的版权归本公司所有，属于非公开资料。本公司对本报告保留一切权利。除非另有书面显示，否则本报告中的所有材料的

版权均属本公司。未经本公司事先书面授权，本报告的任何部分均不得以任何方式制作任何形式的拷贝、复印件或复制品，或再

次分发给任何其他人，或以任何侵犯本公司版权的其他方式使用。所有本报告中使用的商标、服务标记及标记均为本公司的商标、

服务标记及标记，未获本公司同意，任何人均无权在任何情况下使用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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