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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策略 
 
策略周评：三分钟看中观：猪价继续大幅上涨 

上游：油气价格大幅上涨 

中游：水泥价格上涨 

下游：猪价继续大幅上涨 

交运：海运指数上涨 

科技：费城半导体指数上涨  

固收金工 
 
固收点评：价格低位拖累盈利，库存去化将近底部 

事件 

2019 年 10 月 27 日，国家统计局公布 2019 年 1-9 月工业企业利

润：2019 年 1-9 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 45933.50

亿元，（可比口径）同比增速收于-2.1%，较 1-8 月增下行 0.4

个百分点，9 月当月利润增速为-5.3%，前值-2.0%，单月降幅有

所扩大。  

行业 
 
半导体设备行业：半导体大基金二期正式成立，规模超 2000 亿，

国产设备商显著受益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二期于 10月 22日成立，注册资本超 2000

亿：根据工商信息显示，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二期股份

有限公司已于 2019 年 10 月 22 日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为 2041.5

亿元，共 27 位股东，均为企业法人类型。相比一期，二期股东

资金来源更为多样化，天眼查显示，国家大基金二期共 27 位股

东，均为企业法人类型，其中包含中国电信、联通资本、中国

电子信息产业集团、紫光通信、福建三安等机构。  

推荐个股及其他点评 
 
芒果超媒（300413）：业绩符合预期，Q4 头部内容集中上线驱

动平台增长 

预计公司 19-21 年营收为 105.99/126.02/149.44 亿元，归母净利

润为 12.03/15.29/18.15 亿元，EPS 为 0.68/0.86/1.02 元，对应当

前股价 PE 分别为 42、33、28X，公司内容矩阵逐步完善，业务

布局逐渐完整，看好公司发展前景，维持“买入”评级。 

浙江医药（600216）：Q3 业绩略低于预期，创新技术值得关注 

盈利预测与投资评级：我们预计公司 2019~2021 年分别实现收

入 75.31 亿元、81.11 亿元、89.11 亿元，实现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5.71 亿元、8.14 亿元、10.59 亿元，EPS 分别为 0.59 元、0.84

元、1.10 元，当前股价对应 PE 分别为 18X、13X、10X。维持

“买入”评级。 

 

风险提示：国内生猪疫情持续，导致相关产品需求低迷，提价

节奏慢于预期。创新药、创新制剂以及一致性评价进展。 

新经典（603096）：近期多部重磅作品上线，组织架构调整激

发团队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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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披露了三季报，维持稳健态势。Q3 实现营收 2.19 亿元，同

比下滑 5.3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利润 0.81 亿元，同比增

长 4.29%。三季度头部作品密集上线，后续值得期待。我们依

然看好公司在 2018/2019 年的版权储备及新上产品，预计有望在

2020/2021 年贡献新的增量。组织架构调整落地，期待人才及版

权价值释放，预计公司 2019/2020/2021 年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2.65/3.13/3.68 亿元，同比增长 9.9%/18.5%/17.5%，对应 PE 分别

为 30/25/21 倍，维持“买入”评级。 

东江环保（002672）：经营现金流大幅增长，体现实际经营业

绩 

投资要点 

事件：2019 年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5.77 亿元，同比增

长 4.21%；归母净利润 3.32 亿元，同比减少 10.88%；扣非归母

净利润 3.00 亿元，同比减少 16.27%；加权平均 ROE 同比降低

1.63pct 至 7.89%。 

国祯环保（300388）：业绩接近预告上限三峡入主开启轻资产

红利 

投资要点 

事件：2019 年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5.81 亿元，同比增

长 3.65%；归母净利润 2.53 亿元，同比增长 10.99%；扣非归母

净利润 2.50 亿元，同比增长 10.25%；加权平均 ROE 同比降低

1.41pct，至 9.92%。 

光环新网（300383）：光环新网：三季度业绩稳步增长，5G 动

能持续释放，业绩增长稳定可期 

技术领先，拓展客户布局，5G 成为业绩增长新动能：核心技术

研发力度不减，2019 年前三季度光环新网研发支出 1.55 亿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 39.64%。亚马逊等核心客户关系稳定，同时通

过先进的服务体系、高效的运维管理系统以及满足个性化的定

制需求，来拓展更多客户，提升自身品牌影响力。未来随着 5G

流量需求的客观增长，云计算及 IDC 需求稳步加大，是光环新

网业绩稳步提升的重要驱动力。据亿欧智库统计，2018 年我国

云计算市场规模达 907.1 亿元。 

海能达（002583）：海能达：三季度收入高增长，盈利短期下

滑不扰长期向上，持续看好业绩稳增 

三季度营业收入符合预期，业绩拐点已现。业绩增长的主要原

因为：首先指挥车以及 EMS 业务收入增长迅速。其次海外业务

进一步拓展，融合并购公司，稳固核心竞争力，提升市场占有

率；截止到第三季度，全年国内外订单合同创历史新高；但是

EMS 以及指挥车业务毛利率较低的产品收入提升，使得第三季

度销售毛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 7.5pp，同时一次性费用支出拖累

整体盈利，随着人员架构的稳定以及诉讼事宜的处理，发生大

额一次性费用支出可能性的概率不断减小，我们认为业绩稳定

向上的趋势将继续保持。 

中公教育（002607）：公职招录回暖预计趋势将延续，跨赛道

能力持续得到验证 

Q3 实现营业收入 25.22 亿元，同比增长 46.08%，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利润 4.66 亿元，同比增长 41.62%，增速落在此前预告

区间的中位。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61.59 亿元，同比增长

47.67%，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利润 9.59 亿元，同比增长

77.15%，利润增速远高于收入增速，主要是由于平台化经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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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提升，公司销售费用率同比明显下降。公职体系招录人数次

第反弹，新赛道的模式复制能力得到验证。Q3 盈利能力同比保

持平稳，经营性现金流入大幅增长。预计公司 2019/2020/2021

年归属净利分别为 17.44/24.55/30.45 亿元，对应 PE 分别为

66/47/38 倍，维持买入。 

光线传媒（300251）：Q3 业绩表现靓眼，后续电影项目储备丰

富 

我们预计公司 2019-2021年营业收入分别为 27.06/23.24/29.40亿

元，归母净利润为 11.66/9.54/11.82 亿元，对应 EPS 分别为

0.40/0.33/0.40 元，公司动画片逻辑有望持续得到兑现，给予 20

年 32 倍估值，对应目标价 10.56 元，维持“增持”评级。 

新国都（300130）：业绩超出预告上限，支付业务稳健增长 

预计 19-21 年实现营收 33.84/39.79/46.10 亿，归母净利

4.35/5.54/6.68亿，EPS为0.90/1.14/1.38元，对应PE为21/17/14X，

公司收单流水稳定增长，利润结构持续优化，维持“买入”评

级。 

长川科技（300604）：三季报低于预期，Q3 单季营收大幅增加，

有望实现封测设备进口替代 

事件：公司 2019Q1-Q3 实现营收 2 亿元，同比+18%；实现归母

净利 0.01 亿元，同比-96%，扣非归母净利-0.15 亿元，同比-157%。

Q3 单季实现营收 1 亿元，同比+78.8%；实现归母净利 24 万元，

同比-96.6%，扣非归母净利-0.04 亿元，同比-192%。 

中南建设（000961）：盈利改善，负债结构持续优化 

投资建议：中南建设近年来从上到下进行了系统性战略调整，

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公司在优秀人才引进、激励加强的助力下

运营效率持续提速。基于公司销售高增，盈利能力持续改善，

业绩迎来快速释放。我们预计 2019-2021 年 EPS 分别为 1.09、

1.88、2.47 元人民币，对应 PE 分别为 7.94、4.63、3.51 倍，维

持“买入”评级。 

风险提示：行业销售波动；政策调整导致经营风险；融资环境

变动；企业运营风险；汇率波动风险；棚改货币化不达预期。 

捷佳伟创（300724）：Q3 业绩符合预期，有望受益新电池技术

迭代 

公司 2019Q1-Q3 实现营收 18 亿元，同比+64.3%；实现归母净

利 3.4 亿元，同比+30%；扣非归母净利 3.2 亿元，同比+31.5%。

Q3 单季实现营收 5.86 亿元，同比+85%；实现归母净利 1.1 亿

元，同比+44%，扣非归母净利 1.08 亿元，同比+44%。 

万洲国际（00288）：美国业务显著改善，双汇成本压力测试递

交靓丽答卷 

公司发布 19Q3 经营业绩：前三季度实现营收 171.9 亿美元同增

3.7%，经营利润 13.0 亿美元同增 7.2%，不考虑/考虑生物公允

价值调整归母净利 8.2/8.7 亿美元同增 8.5%/37%，其中 Q3 单季

实现营收 60.7 亿美元同增 12.0%，经营利润 5.3 亿美元同增

55.4%，不考虑/考虑生物公允价值调整归母净利 3.6/3.1 亿美元

同增 79.4%/146.0%。 

美国业务逐季改善得到充分验证，业绩弹性有望进一步释放。 

Q3 单季营收 30.9 亿美元同增 1.3%，经营利润 2.1 亿美元同增

172.4%。 

歌力思（603808）：Ed Hardy 业务调整影响 Q3 业绩表现，IRO

中国业务及百秋依旧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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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年作为 EdHardy 调整之年公司业绩增速预计较为平缓，随

2020 年调整到位以及 IRO 的国内开店、海外批发业务发力，未

来增速有望提升，我们预计公司 19/20/21 年归母净利同增

10.3%/20.4%/19.7%至 4.0/4.8/5.8 亿元，PE13/11/9X，前期股价

回调后回归低估值水准，维持“买入”评级。 

精测电子（300567）：Q3 单季度利润-14.6%，看好公司转型后

成长空间 

盈利预测与投资评级：受半导体等新产品线持续大力投入等影

响，我们下修公司业绩预期，预计 2019/2020/2021 年的净利润

3.44/4.32/5.33 亿元，对应 PE 为 29/23/19 倍。但一方面，公司在

面板检测行业的产品线走向高端化。另一方面，公司外延内生

不断完善产业链布局，提升产品竞争力，看好转型后三大板块

齐头发展，继续维持“买入”评级。 

 

风险提示：面板产线投资进度低于预期，半导体检测设备拓展

低于预期 

汇川技术（300124）：增速放缓、费用压力下整体回落，自动

化订单有所改善 

19Q1-3 营收增长 24.6%（不含贝思特同增 6.4%），净利润同比

下降 18.7%（不含贝思特下降 22%），基本符合预期：公司发

布 2019 年三季报，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49.08 亿元，同比

+24.61%，其中贝思特并表 7.18 亿，扣除后营收同比+6.4%；实

现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6.46 亿元，同比下降 18.65%，测算扣除贝

思特后同比-22%左右。其中 Q3 实现营业收入 21.89 亿元，同比

增长 49.31%（不含贝思特基本持平），环比增长 35.23%；实现

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2.47 亿元，同比下降 16.95%（测算不含贝思

特同比-25%左右），环比下降 8.13%。 

华测检测（300012）：业绩超预期增长，精细化管理推动盈利

能力提升 

盈利预测与投资评级：我们预计公司将搭乘检测行业国产化的

趋势，把握市场碎片化特点，继续实现营收稳定的增长，同时

在推进精细化管理，提升投资回报率和人均产值的基础上，公

司的毛利率和净利率将进一步提升。基于公司盈利能力的继续

增强，我们上修公司业绩预期，预计公司 2019-21 年归母净利

润 4.85（原预计 4.09 亿元）/6.19/7.61 亿元，对应 PE48/38/31X，

给予“增持”评级。 

 

风险提示：各事业部质量控制风险；收入增速不及预期；成本

控制不及预期；行政处罚影响公司检测资质风险。 

先导智能（300450）：三季报业绩基本符合预期，毛利率恢复

至 41%，看好海外看好订单落地 

事件：先导 10 月 28 日晚间发布三季度业绩公告称:公司 2019

年 Q1-Q3 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32.16 亿元，同比增长 19.31%；前

三季度净利润 6.35 亿元，同比增长 16.14%；扣非净利润为 6.2

亿元，同比 14.71%。 

晶盛机电（300316）：Q3 业绩超预期，预计业绩拐点或到来 

订单确认速度加快，预计业绩拐点或到来 

公司 2019Q1-Q3 实现营收 20.1 亿，同比+6.2%；归母净利 4.7

亿，同比+5.9%（业绩预告区间为 0-10%）；扣非归母净利 4.5

亿，同比+6.7%。其中 Q3 单季营收 8.3 亿，同比+28.4%；归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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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 2.2 亿，同比+37.4%；扣非归母净利 2.2 亿，同比+48.2%。 

湖南海利（600731）：三季报符合预期，经营拐点隐现 

盈利预测与投资评级：预计公司 2019~2021 年营业收入分别为

20.61 亿元、24.94 亿元、27.83 亿元，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1.49

亿元、2.41 亿元、2.89 亿元，EPS 分别为 0.42 元、0.68 元、0.81

元，当前股价对应 PE 分别为 18X、11X、9X。考虑到公司产品

种类和产能储备有望为公司业绩带来持续的增长，维持对公司

的“买入”评级。 

 

风险提示：苏北沿海化工园区综合整治逐步常态化，导致相关

中间体价格回落；甲嘧的推广不及预期。 

当升科技（300073）三季报点评：出货量不及预期拖累业绩增

速，增资常州加速产能建设 

19Q1-3 归母净利润 2.2 亿，同比+6.98%，处于业绩预告中值，

符合预期：2019 年前三季度公司营收 18.4 亿元，同比下滑

25.75%；归母净利润 2.2 亿元，同比增长 6.98%；其中 Q1-3 非

经常性损益 2,353 万元，同比增长 144%，主要为中科电气公允

价值变动收益 1,694 万元及政府补助 885 万元。扣非净利润 1.96

亿元，同比增长 0.23%。2019 年前三季度毛利率为 18.88%，同

比增加 2.96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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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收金工 
 

固收点评：价格低位拖累盈利，库存去化将近底部 

事件 

2019 年 10 月 27 日，国家统计局公布 2019 年 1-9 月工业企业利润：2019

年 1-9 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 45933.50 亿元，（可比口径）

同比增速收于-2.1%，较1-8月增下行0.4个BP，9月当月利润增速为-5.3%，

前值-2.0%，单月降幅有所扩大。 

观点 

PPI 下行拖累企业盈利，需求端疲敝态势依旧。2019 年 1-9 月工业企业利

润累计增速低于 1-8 月的水平，单月增速降幅进一步扩大，虽然 9 月工业

增加值大幅回升，但其回升有基数效应、季末效应的影响，对企业盈利

正向影响相对有限，其原因有：一、价格低位，9 月 PPI 同比降至-1.2%，

工业品通缩格局依旧压低企业盈利的空间。二、虽然 10 月贸易战有所缓

和，但全球经济下行压力依旧、数据上 10 月出口增速持续维持负值下行

趋势，外需疲敝不利于企业盈利的好转。三、三季度 GDP 当季增速收于

6.0%，内需疲敝态势依旧同样制约企业盈利能力。四、从行业角度来看，

9 月中上游行业表现较差，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

制品制造业和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利润增速持续保持负值，增速分别收于

-41.8%、-13.0%和-3.2%。 

减税降费推进成本下行，价跌需求疲敝拉低收入水平。1-9 月公布的数据

显示，企业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均增速延续上月双回落的态势。其中 1-9

月营业收入增速收于 4.5%（前值 4.7%）、营业成本增速收于 4.8%（前值

5.0%）。企业收入的回落与内外需求疲敝、价格持续低位等因素相关。量

化来看：1-9 月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费用与成本累计值为 92.99 元，小于

1-8 月的累计值（93.01 元），其中成本项下行明显。 

企业杠杆微微抬升，民企、外资助推作用。1-9 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

负债率为 56.90%，较 1-8 月水平微微回升 0.1 个百分点。其中，国有控股

企业、股份制企业收益率与上月水平持平，外资、私营收益率分别较上

月回升 0.1 个百分点。按不同行业来看，采矿业资产负债率为 5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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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上月回升 0.20 个百分点；制造业资产负债率收于 56.10%，与上月持平；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较上月下行 0.10 个百分点，收于

59.20%，行业层面来看，上游行业杠杆率回升，与 9 月行业盈利表现相

一致。 

库存去化接近底部，回款天数持续延长。9 月工业企业产成品库存增速回

落至 1.00%，增速较上月下行 1.2 个百分点，同时 1-9 月工业增加值累计

增速也较 1-8 月持平，，9 月工业增加值较 8 月大幅回升。但 9 月工业增

加值回升有基数效应以及季节性因素影响，预计后期企业下行压力依旧，

从高频数据来看，高炉开工率等指标表现一般，预计后期库存周期还会

重返主动去库的阶段。9 月产成品周转天数 17.00 天，较 8 月缩短 0.2 天；

账款回收期 54.60 天，较上月回升 0.1 天。周转天数有所缩短与 9 月工业

生产超预期好转相关。但回款天数的持续延长显示企业经营环境依旧恶

化。对四季度展望来看，CPI 持续高企限制央行货币政策的实施，而制造

业、基建回暖动力不足，全球降息潮及贸易战对外需负向影响依旧，因

此综合判断，短期内企业经营环境难有明显好转。 

风险提示：圣诞采集季后外需压力加大，PPI 同比持续负值波动 

（证券分析师：李勇   研究助理：付昊  研究助理：侯静） 

  

行业 
 
半导体设备行业：半导体大基金二期正式成立，规模超 2000 亿，国产设

备商显著受益 

投资要点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二期于 10 月 22 日成立，注册资本超 2000 亿：根

据工商信息显示，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二期股份有限公司已于

2019 年 10 月 22 日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为 2041.5 亿元，共 27 位股东，

均为企业法人类型。相比一期，二期股东资金来源更为多样化，天眼查

显示，国家大基金二期共 27 位股东，均为企业法人类型，其中包含中国

电信、联通资本、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紫光通信、福建三安等机构。 

相比于第一期，第二期更注重产业整体协同发展+填补技术空白。产业方

面，大基金推动产业资源的整合和人才的聚集，建立集成电路产业园区。

上下游产业链方面，大基金推进【国产设备材料的下游应用】，加强企业

间上下游的结合，发挥全产业链优势。技术方向方面，大基金将继续填

补空白，加快开展光刻机、化学机械研磨设备等核心设备以及关键零部

件的投资布局，保障产业链安全。 

一期 1000 亿元，投资设备企业投资较少：2014 年 6 月，国务院颁布《集

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同年 9 月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简称“大

基金”）成立，将半导体产业新技术研发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大基金投

资规模达 6500 亿元，在上中下游布局的企业涵盖了 IC 设计、晶圆制造、

芯片封测等领域。大基金一期有效承诺额超过 1200 亿元，实际出资额达

到 1000 亿元，其重点在制造（投资额占比 65%），晶圆代工 28nm 和存储

是关键。但在半导体设备和材料端的投资比例尚低，一共仅 8%，设备企

业投资较少，只有少数几家例如长川科技，大基金持股比例为 9.85%；中

微公司，大基金的持股比例是 19%，北方华创，大基金的持股比例是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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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大基金二期将带动设备行业的发展，龙头企业将明显受益： 

按照一期 1：3 的撬动比，所撬动的社会资金规模在 6000 亿元左右，按

照加重投资装备行业的投资思路，预计设备端的投资占比为 15%左右，

则设备方面的投资额可达 900 亿元。我们预计，首先，二期基金将对包

括刻蚀机、薄膜设备、测试设备、清洗设备等领域已有布局的企业提供

强有力的支持。这将会帮助龙头企业巩固自身地位，继续扩大市场。此

外，提升企业成线能力可以帮助扩大设备产品布局。第二，产业资源和

产业链的整合可以提高资源的有效利用率，帮助国产设备提供工艺认证

条件并且打造良好的口碑和品牌，最终实现国产替代进口。 

投资建议：【中微半导体】国产刻蚀机龙头；【晶盛机电】国内晶体硅生

长设备龙头企业，在长晶炉方面已有成果；【北方华创】产品线最全（刻

蚀机，薄膜沉积设备等）的半导体设备公司；【长川科技】检测设备从封

测环节切入到晶圆制造环节；【精测电子】国家大基金增资子公司，从面

板检测进军半导体检测领域；其余关注【华兴源创】国产半导体测试设

备龙头）；【至纯科技】（国内高纯工艺龙头，清洗设备可期）。 

风险提示：下游半导体芯片增长不及预期。 

（证券分析师：陈显帆   证券分析师：周尔双  研究助理：朱贝贝） 

  
 

推荐个股及其他点评 
 

芒果超媒（300413）：业绩符合预期，Q4 头部内容集中上线驱动平台增

长 

投资要点 

事件：2019 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2.32 亿元，同比增长 14.63%，

归母净利润 9.75 亿元，同比增长 19.92%，扣非归母净利润 9.55 亿元，同

比增加 312.17%，主要系 18 年 6 月进行同一控制下合并的资产重组，新

合并子公司 18 年 1-6 月实现净利润计入非经常性损益；其中 Q3 实现营

收 27.28 亿元，同比增长 24.23%，归母净利润 1.71 亿元，同比下降 28.77%，

扣非归母净利润 1.67 亿元，同比下降 24.42%。业绩符合预期。 

受重点综艺节目等排期延后影响和新技术投入加大，Q3 业绩有所承压。

公司单季度业绩同比下滑主要源于：1、由于今年三季度时点比较特殊，

重点贡献利润的综艺节目《妻子的浪漫旅行 3》延后至 Q4 播出；2、技术

研发和新业务布局投入加大。Q3 毛利率为 31.14%，同比-13.95pct；费用

管控良好，Q3 总期间费用率 23.38%（同比-8pct），其中销售费用率 18.02%

（同比-2.33pct），管理费用率 4.25%（同比-0.7pct），研发费用率 1.51%（同

比-4.85pct），财务费用率-0.4%（同比-0.12pct）。货币资金 45.55 亿元，相

比本年期初增长 80.29%，主要系公司非公开发行的配套募集资金到位所

致；应收账款 28.09 亿元，相比本年期初增长 109.46%，主要系影视剧销

售和广告发布款项未到结算期所致；无形资产 42.26 亿元，相比本年期初

增长 47.95%，主要系新媒体平台影视剧、综艺节目资源库扩充所致。经

营活动现金流净额-4.08 亿元，相比去年同期-9.38 亿元，改善明显，主要

系加强销售款项回收并合理规划影视剧资金投入。 

自制构筑壁垒，内容矩阵逐步完善，Q4 头部内容集中上线有望拉动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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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增。公司以“精品自制”为内在驱动、“芒果独播”为先发优势、“优

质精选”为拓展路径，三驾马车齐头并进，形成在精品内容获取端的持

续竞争优势。预计 Q4 将上线《明星大侦探 5》《妻子 3》《亲爱的客栈 3》

《野生厨房 2》等多部头部综艺，同时储备有多部新类型综艺及《向往的

生活》《歌手》等 IP 的综 N 代；剧集方面，根据湖南卫视 2020 年招商会，

将采购《有匪》、《余生请多指教》等多部高关注度剧集。预计公司全年

广告收入维持在 30-35 亿，会员数量 1800-2000 万，长期看付费率仍远未

达天花板，差异化竞争使广告变现效率高于其他视频平台。 

新业务布局持续推进，打开内容多样化运营空间。19Q3 公司加大了新技

术研发和新业务拓展的力度，在大屏业务、5G、VR、AR 技术方面都进

行了前瞻性的战略布局，19 年 5 月引入中移资本作为公司第二大股东在

渠道和内容方面进行合作，与华为在新技术应用方面展开深度合作。5G

时代客厅场景和大屏流量有望成为新的市场增长点，公司拥有牌照和渠

道合作优势，有望在新一轮渠道变更中实现领先。 

盈利预测与投资评级：预计公司 19-21 年营收为 105.99/126.02/149.44 亿

元，归母净利润为 12.03/15.29/18.15 亿元，EPS 为 0.68/0.86/1.02 元，对

应当前股价 PE 分别为 42、33、28X，公司内容矩阵逐步完善，业务布局

逐渐完整，看好公司发展前景，维持“买入”评级。 

风险提示：视频平台竞争加剧；产品节奏不及预期；内容监管趋严。 

（证券分析师：张良卫） 

 

浙江医药（600216）：Q3 业绩略低于预期，创新技术值得关注 

事件 

公司近日发布 19 年三季报，报告期内共实现营收 53.19 亿元，同比增长

4.21%；归母净利润 3.6 亿元，同比降低 30%；经营现金流 3.40 亿元，同

比下滑 19.86%。三季度归母净利润 0.79 亿元，同比增长 73.24%，环比减

少 46.36%。 

投资要点 

研发费用大增是三季报业绩低于预期的主要原因。环比下滑原因有三：

非洲猪瘟导致饲料用维生素需求不及预期；批文及新药研发导致三季度

研发费用环比增加 7783 万元；公司三季度存在大检修。展望未来，四季

度研发费用同比可能还会略有增加。 

维生素价格略有波动，但是格局中期向好。7 月后 VA、VE 价格有所回落，

VA 从 385 元/kg 下跌至 317 元/kg，VE 从 52 元/kg 下跌至 41 元/kg，部分

因为三季度历来属于维生素需求淡季，叠加猪瘟影响，部分因为帝斯曼

整合行业所致。展望后市，VA 供给持续偏紧，并且公司有 500 吨 VA 油

的增量。VE 整体供求格局偏松，但是产业协同在显著增强。 

创新转型持续推进。一类新药苹果酸奈诺沙星注射液是新一代无氟喹诺

酮药物，市场空间有望达到 10 亿元，如果进展顺利，年底有望获批。奈

诺沙星胶囊预计可以通过 2019 年国家医保目录谈判，快速打开市场。创

新型生物药抗 HER2-ADC（用于治疗 HER2 阳性的复发性乳腺癌和胃癌

等）已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开展 I 期临床研究，目前在中国已顺利

推进至 I期临床研究后期。公司与Ambrx签订了第二个ADC药物-ARX305

（用于肾细胞癌、非霍奇金淋巴瘤等 CD70 阳性肿瘤）合作开发和许可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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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喷雾干燥技术值得关注：传统制剂生产采用的冷冻干燥技术存在诸多不

足，公司推出喷雾干燥技术代替传统的冷冻干燥技术，注射用盐酸万古

霉素和注射用达托霉素已经获得 FDA 同意以 505b2 的方式提交 NDA 申

请，预计将于 20 年上半年完成发补递交申请。喷雾干燥技术属于平台型

技术，可拓展空间大，相关动向值得关注 

盈利预测与投资评级：我们预计公司 2019~2021 年分别实现收入 75.31 亿

元、81.11 亿元、89.11 亿元，实现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5.71 亿元、8.14 亿

元、10.59 亿元，EPS 分别为 0.59 元、0.84 元、1.10 元，当前股价对应

PE 分别为 18X、13X、10X。维持“买入”评级。 

 

风险提示：国内生猪疫情持续，导致相关产品需求低迷，提价节奏慢于

预期。创新药、创新制剂以及一致性评价进展。 

（证券分析师：柴沁虎   研究助理：陈元君） 

 

新经典（603096）：近期多部重磅作品上线，组织架构调整激发团队活力 

投资要点 

公司披露了三季报，维持稳健态势。Q3 实现营收 2.19 亿元，同比下滑

5.3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利润 0.81 亿元，同比增长 4.29%。前三季

度共实现营业收入 6.93 亿元，同比增长 2.53%，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

润 2.00 亿元，同比增长 7.02%。公司在三季度陆续完成剥离分销和书店

业务，对于收入带来影响，是单季度收入下滑主要原因，同时导致公司

销售费用同比有所下降，管理费用则基本持平。我们测算，核心主营自

有版权业务收入同比仍保持较为稳健态势，其中少儿品类产品近期在畅

销榜中更加活跃，预计 Q3 有望延续前期增速向上趋势，前期产品及运营

改革效果明显。考虑到低毛利率的分销及书店业务剥离，公司三季度毛

利率同比提升 2pct，自有版权业务毛利率基本保持平稳。 

渠道分化带动出版供给侧优化。2019 年前三季度，中国整体图书零售市

场销售码洋同比增长 12.78%，保持正向增长，其中网店渠道保持高速增

长，并且在 7-9 月出现更为明显的销量高峰，推动 1-9 月增速再度小幅上

升。但电商渠道折扣及促销更加频繁，2019H1 网店渠道折扣为 6.0 折（不

包含满减、满赠、优惠券等活动），近年来电商渠道的高折扣对于市场销

售策略及版权分成模式均形成了较大的影响，当前行业处于供给侧结构

优化阶段，挑战及机遇并存。 

三季度头部作品密集上线，后续值得期待。根据我们跟踪，东野奎吾头

部图书《解忧杂货店》、《白夜行》等依然在畅销榜中居前，但由于基数

效应，传统头部畅销图书当前或较难重拾高增长，三季度新书《人生海

海》贡献主要头部产品的增量。近期新出版图书《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

曾登顶《纽约时报》畅销榜 80 余周，未来国内销量可期。此外，《你想

活出怎样的人生》当前也正在热销中，但由于上市时间较晚，三季度预

计贡献有限，但看好长线生命力。我们依然看好公司在 2018/2019 年的版

权储备及新上产品，预计有望在 2020/2021 年贡献新的增量。 

组织架构调整落地，期待人才及版权价值释放。公司在 2018、2019 年进

行了编辑及发行团队较为积极的扩充，以应对优质作品编辑及维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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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上半年已基本完成文学团队架构调整，给予更多中层核心业务团

队更大的自主权及激励。 

维持“买入”评级。预计公司 2019/2020/2021 年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2.65/3.13/3.68 亿元，同比增长 9.9%/18.5%/17.5%，对应 PE 分别为 30/25/21

倍，维持“买入”评级。 

风险提示：电商格局出现变化，管理内控风险，产品适销风险等。 

（证券分析师：张良卫   证券分析师：周良玖） 

 

东江环保（002672）：经营现金流大幅增长，体现实际经营业绩 

投资要点 

事件：2019 年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5.77 亿元，同比增长 4.21%；

归母净利润 3.32 亿元，同比减少 10.88%；扣非归母净利润 3.00 亿元，同

比减少 16.27%；加权平均 ROE 同比降低 1.63pct 至 7.89%。 

营业收入增长，受计提信用损失准备业绩下降，但已全额计提完成。2019

年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5.77 亿元，同比增长 4.21%，Q3 单季营

收增长 9.42%至 8.88 亿元；归母净利润 3.32 亿元，同比减少 10.88%，Q3

单季归母净利润同比减少 25.35%至 7962 万元；扣非归母净利润 3.00 亿

元，同比减少 16.27%，Q3 单季扣非归母净利润同比减少 37.41%至 6411

万元。本期业绩下滑主要受到报告期内计提约 8218 万元信用损失准备，

其中主要为一笔股权转让款及原子公司往来款在报告期确认计提约 7,481

万元，截止本报告期，该笔款项已全额计提损失准备。 

期间费用率上升 1.68pct，销售及财务费用增幅较大。2019 年前三季度公

司期间费用同比增长 13.7%至 5.19 亿元，期间费用率上升 1.68pct 至

20.14%。其中，销售费用同比增加 30.04%至 0.9 亿元，销售费用率同比

上升 0.70pct 至 3.50%，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加大市场开拓力度，加强公

司业务品牌宣传及管理所致。管理费用同比增加 0.83%至 2.43 亿元，管

理费用率同比下降 0.31pct 至 9.42%。研发费用同比增加 20.62%至 0.80

亿元，研发费用率同比上升 0.42pct 至 3.10%。财务费用同比增加 32.49%

至 1.06 亿元，财务费用率同比上升 0.88pct 至 4.13%，主要系上年度公司

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在建工程转固后使报告期内利息费用增加所致。 

经营性净现金流同比大增 63.28%至 8.81 亿元。前三季度公司经营活动现

金流净额 8.81 亿元，同比增加 63.28%，主要是报告期内因公司工业废物

处理业务提升而增加经营性现金流入以及小贷公司客户贷款回笼所致；

投资活动现金流净额-5.49 亿元，同比增加 23.53%；筹资活动现金流净额

-1.44 亿元，同比减少 551.22%。 

抢先布局粤港澳大湾区，9 大项目已落地。《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中明确指出，要加强危废区域协同处理能力建设，强化跨境转移监管，

提升固废的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水平。截止 19H1，公司已有 9 个危

废处置项目落户粤港澳大湾区 5 个城市，共取得资质 88.29 万吨/年，在

建设计能力为 45.8 万吨/年。公司是广东省唯一的省属国资危废处置平台，

有望充分受益粤港澳大湾区带来的发展机遇。 

国资接连入驻，产业布局有望快速扩张。18 年以来，大股东广晟集团股

比增持至 18.89%，江苏省属国资汇鸿集团持股 5.7%成为第二大股东，公

司国资背景持续加强。近日，公司与汇鸿集团分别出资 0.8 亿、1.2 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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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设立合资公司，此次合作有望充分发挥汇鸿集团在江苏境内的地域

与资源优势，快速推进公司在华东区域环保产业的布局，进一步提升盈

利能力。 

盈利预测与投资评级：考虑股份回购的影响后，我们预计公司 19-21 年的

EPS 分别为 0.59、0.75、0.91 元，对应 PE 分别为 17、13、11 倍，维持“买

入”评级。 

风险提示：危废处理价格下行；项目进展不达预期；市场竞争加剧持股

占比分别为 11.64%和 8.71%，为公司前 4 大股东，有利于发挥彼此之间

的协同效应。公司目前已中标长江大保护首批试点城市之一的芜湖项目，

第二批试点城市也已开启，“轻资产运营”规模有望快速扩张，优质现金

流业务占比快速提升。情景假设 1:公司在长江大保护计划中市占率 10%，

预计可新增 725 万吨/d 委托运营规模，是 18 年公司委托运营水量的 5.18

倍，已投运水量的 1.95 倍。情景假设 2:预计安徽长江沿线城市提标改造

运营规模可带来 297万吨/d的受益增量，是 18年公司委托运营水量的 2.12

倍，已投运水量的 79.96%。 

盈利预测与投资评级：考虑定增完成后股份摊薄的影响，预计公司 19-21

年 EPS 分别为 0.55/0.73/0.91 元，对应 PE 为 16/12/10 倍，维持“买入”

评级。 

风险提示：水厂建设进度不达预期、工程项目建设进度不达预期、融资

改善不达预期 

（证券分析师：袁理   研究助理：王浩然） 

 

国祯环保（300388）：业绩接近预告上限三峡入主开启轻资产红利 

投资要点 

事件：2019 年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5.81 亿元，同比增长 3.65%；

归母净利润 2.53 亿元，同比增长 10.99%；扣非归母净利润 2.50 亿元，同

比增长 10.25%；加权平均 ROE 同比降低 1.41pct，至 9.92%。 

毛利率提高 3.11pct，ROE 略降 1.41pct。19Q1-Q3 公司毛利率同比提高

3.11pct 至 27.39%，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同比下降 1.41pct 至 9.92%。对

ROE 采用杜邦分析可得，2019 年前三季度公司销售净利率为 10.45%，同

比上升 0.65pct，总资产周转率为 0.22（次）,同比下降 0.07（次），权益乘

数从 18 年前三季度的 4.26 下降至 19 年前三季度的 4.21。 

19Q1-Q3 新增 21.14 亿元工程订单，同增 22.27%，6.22 亿元投资订单。

报告期内，1）新增工程项目 63 个，其中 EPC 项目 52 个，涉及金额 17.51

亿元，EP 项目 11 个，涉及金额 3.63 亿元，涉及金额合计 21.14 亿元，同

比增长 22.27%，期末工程类在手订单 39.75 亿元；2）公司新增投资类项

目 19 个，其中 7 个为 BOT 项目，12 个为 O&M 项目，涉及投资金额合

计 6.22 亿元，期末未完成投资额 32.30 亿元。 

期间费用率上升 2.08pct 至 15.88%。2019 年前三季度公司期间费用同比

增长 19.3%至 4.1 亿元，期间费用率上升 2.08pct 至 15.88%。销售、管理、

研发、财务费用率分别下降0.43pct、上升0.24pct、上升0.01pct、上升 2.26pct

至 2.89%、4.13%、1.50%、7.37%。 

实际经营性净现金流同比减少 13.25%。19 年前三季度公司经营活动现金

流净额-18.05 亿元，同减 737.61%，其中不含特许经营权支出后的经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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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现金流同减 13.25%至 3.64 亿元；投资活动现金流净额-3.53 亿元，同增

25.14%；筹资活动现金流净额 30.53 亿元，同增 1002.88%。 

业务支持保障，不低于长江环保集团增量运维业务的 30%。股权协议转

让后，三峡集团下属企业拟成第一大股东。未来三年内公司每年承担不

低于长江环保集团主导的新增项目中 30%的运维服务保障职能。同等条

件下优先将公司纳入长江大保护联合体单位成员，优先支持公司在长江

环保集团主导的长江大保护项目中开展智慧水务、管网检测及修复等运

维服务。凭借运营优势获取试点城市合作，运营现金流扩张红利可期。 

轻资产优质运营模式带来三大优势。当前行业痛点是庞大的水环境改善

投资市场和融资瓶颈间的矛盾。新模式有效解决瓶颈带来 3 大优势：1）

轻资产发展，投资回报率与运营现金流占比双升。根据委托运营盈利模

式测算，平均投资回报率有望从传统项目的 6.24%提升至新模式下的

51.34%，收益率扩张 8.22 倍；2）央企牵头项目城市打包模式，加速市场

份额提升。芜湖项目打包 6 个污水处理厂，总运营水量 61.5 万吨，是公

司 18 年运营项目平均中标规模的 7.7 倍；3）加速政府存量水务资产市场

化。据 E20 数据显示，我国污水处理存量资产中约 57%为非市场化项目，

随着项目向第三方开放，将打开政府存量资产市场化空间。 

盈利预测：考虑定增完成后股份摊薄的影响，预计公司 19-21 年 EPS 分

别为 0.55/0.73/0.91 元，对应 PE 为 18/14/11 倍，维持“买入”评级。 

风险提示：水厂建设进度不达预期、工程项目进度不达预期、融资改善

不达预期 

（证券分析师：袁理   研究助理：王浩然） 

 

光环新网（300383）：光环新网：三季度业绩稳步增长，5G 动能持续释

放，业绩增长稳定可期 

投资要点 

事件：2019 年前三季度光环新网实现营业收入 53.82 亿元，同比增速为

20.07%，实现归母净利润 6.11 亿元，同比增长 28.65%。其中 2019Q3 实

现营业收入 19.26 亿元，环比增长 5.40%；实现归母净利润 2.19 亿元，环

比增长 11.51%。 

三季度业绩超预期，收入净利润稳步增长：光环新网第三季度实现营业

收入 19.26 亿元，环比增长 5.40%；公司实现归母净利润 2.19 亿元，环比

增长 11.51%。2019 年前三季度公司数据中心客户上架率较上年同期逐步

提升，IDC 业务收入稳步增长，同时云计算业务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费用管控效果显著，现金流持续向稳步向好：2019 年第三季度销售毛利

率为 20.31%，较第二季度减少 0.87pp。销售净利率为 10.97%，较第二季

度增加 0.59pp。费用管控效果显著，第 3 季度发生销售费用 0.17 亿元，

管理费用（含研发费用）1.03 亿元，财务费用 0.27 亿元，环比均有所减

少，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为 2.78 亿元，稳步向好趋势将继续保持。 

技术领先，拓展客户布局，5G 成为业绩增长新动能：核心技术研发力度

不减，2019 年前三季度光环新网研发支出 1.55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39.64%。亚马逊等核心客户关系稳定，同时通过先进的服务体系、高效

的运维管理系统以及满足个性化的定制需求，来拓展更多客户，提升自

身品牌影响力。未来随着 5G 流量需求的客观增长，云计算及 IDC 需求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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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加大，是光环新网业绩稳步提升的重要驱动力。据亿欧智库统计，2018

年我国云计算市场规模达 907.1 亿元。 

盈利预测与投资评级：我们持续看好光环新网未来业绩增长，预计 2019

年-2021 年光环新网营业收入分别为 80.56 亿元、106.44 亿元以及 137.73

亿元，实现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9.04 亿元、12.32 亿元及 16.15 亿元，EPS

分别为 0.59 元、0.80 元及 1.05 元，对应的估值分别为 32.16 倍、23.60 倍

以及 18.00 倍，给予“买入”评级。 

风险提示：IDC 产业政策持续收紧，行业竞争加剧的风险。 

（证券分析师：侯宾） 

 

海能达（002583）：海能达：三季度收入高增长，盈利短期下滑不扰长期

向上，持续看好业绩稳增 

投资要点 

事件：2019 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49.20 亿元，同比增长 8.58%，实现

归母净利润 1.09 亿元，同比下滑 17.20%。其中第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22.14 亿元，同比增长 49.94%，实现归母净利润 0.87 亿元，同比下滑

29.49%。 

三季度营业收入符合预期，业绩拐点已现。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为：首

先指挥车以及 EMS 业务收入增长迅速。其次海外业务进一步拓展，融合

并购公司，稳固核心竞争力，提升市场占有率；截止到第三季度，全年

国内外订单合同创历史新高；但是 EMS 以及指挥车业务毛利率较低的产

品收入提升，使得 2019 年第三季度销售毛利率 39.74%较 2018 年第三季

度 47.24%下降 7.5pp，同时一次性费用支出拖累整体盈利，随着人员架构

的稳定以及诉讼事宜的处理，发生大额一次性费用支出可能性的概率不

断减小，我们认为业绩稳定向上的趋势将继续保持。 

业绩信心十足，储货力度不断加大:2019年前三季度预付账款为2.19亿元，

同比增长 8.67%，占资产的比例为 1.43%，较 2018 年年末提升 0.7pp；存

货为 22.91 亿元，同比增长 10.77%，占资产的比例为 14.94%，较 2018

年年末提升 2.13pp。 

核心技术持续领先，海外市场布局稳步拓展：持续加大对入宽带专网技

术等核心技术研发，2019 年前三季度发生研发支出 5.93 亿元，同比增加

14.04%。当前“一带一路”等海外国家专网网通信需求强劲，潜在市场

空间很大，海能达凭借领先的技术受益以及产品优势在欧洲以及拉美、

非洲等新型市场不断取得突破。 

盈利预测与评级：我们持续看好海能达业绩稳健增长趋势，我们预计

2019-2021 年营业收入分别实现 96.84 亿元、125.10 亿元以及 156.37 亿元，

EPS 分别为 0.44 元、0.51 元和 0.55 元，对应的 PE 估值分别为

22.48/19.59/17.98X，我们维持“买入”评级。 

风险提示：专网市场需求不及预期风险；产品研发进度不及预期。 

（证券分析师：侯宾） 

 

中公教育（002607）：公职招录回暖预计趋势将延续，跨赛道能力持续得

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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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要点 

公司披露三季报，业绩符合预期。Q3 实现营业收入 25.22 亿元，同比增

长 46.08%，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利润 4.66 亿元，同比增长 41.62%，增

速落在此前预告区间的中位。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61.59 亿元，同比增

长 47.67%，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利润 9.59 亿元，同比增长 77.15%，利

润增速远高于收入增速，主要是由于平台化经营能力提升，公司销售费

用率同比明显下降。 

公职体系招录人数次第反弹，新赛道的模式复制能力得到验证。2020 年

国考招录人数 24,128 人，同比增长 66%，共有 143.7 万人通过用人单位

的资格审查，同比增长 4.2%。近期，江苏、四川、辽宁等多省份省考招

录人数也出现不同程度反弹，预计后续事业单位招录人数也将陆续反弹，

我们认为公职类序列培训高增长趋势将延续。教师、基层公共服务招录

逐步成为招录培训市场发展的主导力量，考研培训赛道产品精细化及服

务提升实现快速增长，公司职业教育等新赛道布局也逐渐完善。公司一

直坚持对下沉市场和基层招录考试新品类进行布局，当前已进入加速回

收期，并通过新品类的创新大幅扩大了整体领先优势，市占率持续提升。 

Q3 盈利能力同比保持平稳，经营性现金流入大幅增长。Q3 毛利率 58%，

同比持平。销售费用率 16%，同比提升 1pct，管理费用率 13%，同比下

降 4pct，管理费用率继续同比改善。研发费用率 8%，同比增长 1pct。由

于收款手续费较大幅度增长和金融机构短期贷款增加，公司财务费用有

一定增长，19Q3 为 2,282.30 万元，去年同期为-801.23 万元。投资收益有

明显增长，Q3 为 7,278.15 万元，同比增长 78%。公司净利率为 18%，与

去年同期基本持平。三季度实现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8.54 亿

元，同比增长 85%，同比增速相比一、二季度有明显提升，显示三季度

产品及服务销售情况同比或有较大幅度提升，继续印证公职招录回暖其

实及跨赛道增长逻辑。 

维持“买入”评级，认为公司在公务员招录考试培训领域积累的研发、

管理、销售垂直一体模式，在扩张中具有显著的可复制性及竞争力，未

来将有望成为持续驱动公司增长的核心引擎。预计公司 2019/2020/2021

年归属净利分别为 17.44/24.55/30.45 亿元，对应 PE 分别为 66/47/38 倍。 

风险提示：管理边界，政策变动，在线竞争，竞争加剧，市场系统性风

险等 

（证券分析师：张良卫   证券分析师：马莉  证券分析师：周良玖） 

 

光线传媒（300251）：Q3 业绩表现靓眼，后续电影项目储备丰富 

投资要点 

事件：10 月 25 日公司公布 2019 年三季报，19Q1-3 营业收入 24.61 亿元，

同比增加 91.47%，归母净利润 11.09 亿元，同比下降 51.46%（主要由于

上年同期出售新丽传媒导致非常损益增加22.8亿），扣非归母净利润10.73

亿元，同比增长 171.97%，其中 19Q3 营业收入 12.90 亿元，同比增加

128.65%，归母净利润 10.04 亿元，同比增加 463.33%，扣非归母净利润

10.05 亿元，同比增加 495.64%。 

暑期档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表现超预期，拉高公司前三季度整体业

绩水平。《哪吒》实现总票房 49.72 亿元，位居中国电影总票房第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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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拉高公司三季度业绩。2019 前三季度公司实现总收入 24.61 亿元，

同比增长 91.5%，其中 Q3 收入 12.90 亿元，同比增长 129%。公司前三季

度毛利率为 45.1%，同比上升 4.8 个百分点，主要系 Q3 毛利率大幅上升，

三季度贡献收入增长率远超成本增长率，Q3 毛利率为 84.3%，同比上升

51.4 个百分点。前三季度期间费用率大幅下降至 3.4%，下降 5.3 个百分

点，主要系公司营业收入增速高和财务费用下降导致总期间费用同比下

降 25%。前三季度归母净利润 11.09 亿元，其中 Q3 实现 10.04 亿元，利

润主要来自于暑期档。2019Q3 公司业绩表现靓眼，在电影制片投资上表

现出了爆款电影的孵化能力，同样有利于公司品牌和孵化平台的建设。 

公司行业龙头地位稳固，优质内容有望持续推出。2019 前三季度公司共

投资发行了 14 部影片，票房共计 94.17 亿元，其中第三季度共发行 7 部

影片，票房共计 66 亿元。同时公司项目储备丰富，储备影片有《八佰》

《南方车站的聚会》《墨多多谜境冒险》等影片即将上映，在制作中的影

片包括《坚如磐石》《姜子牙》《破阵子》《深海》《大鱼海棠 2》等，电视

剧方面包括《长河落日》《新世界》《我在未来等你》《无法直视》《也平

凡》《盗墓笔记 2》等项目即将上映，丰富的项目储备为公司带来更多业

绩增量，在内容为王的背景下拥有大制作能力的龙头公司将享受更多利

好。 

动画产业布局成效初显，期待公司更多平台化转变。作为动画电影先行

者，公司成立彩条屋动画品牌，已投资 20 余家动漫产业链上下游公司，

积累了丰富的 IP 与制作资源，中国神话系列三部曲中的《姜子牙》已定

档明年春节档。同时在渠道端公司与猫眼合作紧密，有望借助互联网渠

道推进衍生品的开发和发行。 

盈利预测与投资评级：我们预计公司 2019-2021 年营业收入分别为

27.06/23.24/29.40 亿元，归母净利润为 11.66/9.54/11.82 亿元，对应 EPS

分别为 0.40/0.33/0.40 元，公司动画片逻辑有望持续得到兑现，给予 20 年

32 倍估值，对应目标价 10.56 元，维持“增持”评级。 

风险提示：票房表现不及预期，动漫产业发展不及预期，监管风险 

（证券分析师：张良卫） 

 

新国都（300130）：业绩超出预告上限，支付业务稳健增长 

投资要点 

事件：10 月 28 日公司公布 2019 年三季报，19Q1-3 实现营业收入 24.02

亿元，同比增长 57.67%。归母净利润 3.05 亿元，同比增长 152.25%，扣

非归母净利润 2.37 亿元，同比增长 160.2%，非经常性损益主要来自于股

权转让收益及固定资产处置损益（0.44 亿元）及政府补助（0.21 亿元），

其中 Q3 营收 10.26 亿元，同比增长 62.55%;归母净利润 1.63 亿元，同比

增长 165.06%，扣非归母净利 1.17 亿元，同比增长 113.35%。同时公布全

年指引，预计 2019 年实现归母净利润 4-4.38 亿元，同比增长

61.37%-76.5%，其中 Q4 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 0.95-1.24 亿元，同比增长

-25.23%-4.38%。预计 2019 年度非经常性损益对净利润影响金额约 7300

万元，主要系收到转让金服技术 72%股权收益、政府项目补助款及理财

收益。 

业绩超出预告上限，电子支付业务贡献主要收入增长。公司营收增长主

要系支付收单业务、商户增值服务业务及电子支付产品销售业务增长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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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支付方面，预计 3 季度流水规模保持 25%左右增长，同时增值服务

维持较快增速；受益于海外布局推动，硬件销售业务实现稳健增长。展

望 Q4 及全年，预计支付业务维持稳定增长，今年流水规模有望迈入万亿；

Q4 单季度业绩指引同比持平或略有下降，主要系市场环境变化及营销力

度加大等因素导致 Q4 费用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以及上年同期利润中包

含因公司 2015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未达到行权条件冲回的

期权费用 2333.12 万元。 

商户推广力度加大毛利率有所承压，费用率继续优化。Q3 公司毛利率

24.91%，同比下降 11.32pct，Q1-3 毛利率 26.79%，同比下降 6.12pct；费

用管控良好，继续优化，Q3 期间费用率 14.6%（同比-11.11pct），其中销

售费用率 4.75%（同比-1.67pct），管理费用率 5.06%（同比-3.85pct），研

发费用率 4.67%（同比-3.92pct），财务费用率 0.12%（同比-1.67pct），主

要系银行借款减少导致利息减少；Q1-3 期间费用率 17.36%（同比-9.3pct），

销售费用率 4.85%（同比-1.31pct），管理费用率 5.85%（同比-3pct），研

发费用率 6.04%（同比-2.91pct），财务费用率 0.62%（同比-2.08pct），各

项费用率均有所优化。 

硬件业务入围大行招标，商户增值服务持续发力。硬件业务方面，7 月公

司投标产品全线入围华夏银行商户受理终端项目；8 月获得兴业银行

2019-2020 年度收单设备选型项目的供应商资质；10 月 22 日收到中国银

行对商户扫码终端选型项目的招标，成为最主要供应商之一。商户增值

服务方面，通过合作、自研等成功为超过 36 个行业提供不同经营场景解

决方案，并为商户提供创新、丰富的营销工具和高效的管理工具，如获

客拓新、流量转化、二次营销、留存复购及经营数据分析、电子发票、

会员系统管理等一站式服务，预计今年利润占比将进一步提升。 

盈利预测与投资评级：预计 19-21 年实现营收 33.84/39.79/46.10 亿，归母

净利 4.35/5.54/6.68 亿，EPS 为 0.90/1.14/1.38 元，对应 PE 为 21/17/14X，

公司收单流水稳定增长，利润结构持续优化，维持“买入”评级。 

风险提示：监管政策变化；行业竞争加剧；增值服务进展不及预期。 

（证券分析师：张良卫   研究助理：李赛） 

 

长川科技（300604）：三季报低于预期，Q3 单季营收大幅增加，有望实

现封测设备进口替代 

投资要点 

2019Q1-Q3 营收增速转负为正，封测设备在高端厂商实现 0-1 的突破： 

公司 2019Q1-Q3 实现营收 2 亿元，同比+18%，增速转负为正；Q3 单季

实现营收 1 亿元，同比+78.8%，环比+69%。2019 年 8 月全球半导体销售

额 342 亿美元，同比下降了 14.8%,相比于 7 月销售额增加 2.8%。其中中

国大陆地区销量下降 15.7%。2019Q3，国际半导体设备龙头应用材料、

LAM、ASML 营收均出现负增长，但长川营收出现大幅增长，增速远超

全球行业巨头。随着全球半导体产能向中国大规模转移，中国大陆的设

备销售额增速有望维持高位。根据 SEMI 预测，到 2019 年中国半导体设

备支出将增长 46.6%，达到 173 亿美元，跻身世界榜首。我们认为，在产

业转移和大基金支持的双重驱动下，国内封测产业率先实现国产化，公

司作为国内少数几家测试设备的高科技企业之一，已获得华为海思认可，

将获得从 0 到 1 的订单机会和客户的协同技术进步，未来有望引领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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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业绩持续增长。 

Q3 毛利率逐步回升，管理费用上升侵蚀净利润： 

2019Q1-Q3 公司综合毛利率 50.7%，同比-8.4pct；Q3 单季毛利率 50%，

同比-4pct，环比+2.4pct。我们认为，Q3 毛利率下滑主要系高毛利测试机

设备销量减少。 

2019Q1-Q3 公司净利率 0.65%，同比-18pct；Q3 单季净利率 0.24%，同比

-12.6pct,环比-0.8pct。净利率下滑主要系新产品品类增长较快,研发费用大

幅上升所致。公司期间费用率为 63.6%，同比+14pct。其中销售费用率为

13.3%，同比-0.77pct；管理+研发费用率为 51%，同比+14pct，主要系发

生大额并购重组中介机构费用，日本子公司和新收购的新加坡子公司的

管理费用以及研发项目相关人员投入、直接投入增加所致；财务费用率

为-0.8%，同比+0.78pct，主要系主要系借款利息增加及新收购的新加坡子

公司的财务费用所致。 

现金流下滑，存货和应收账款大幅增加： 

2019Q1-Q3 合计经营性现金流净额-0.6 亿，其中 Q3 单季实现经营性现金

流净额-0.4 亿，环比-0.24 亿。截止 2019 年 9 月 30 日应收账款 2.99 亿，

同比+157%，主要系公司今年业务规模快速增长，销售收入增加的同时，

应收账款也随之增加。且公司下半年新收购的新加坡子公司也有应收账

款余额。存货 3.4 亿，同比+225.6%，主要系公司业务规模快速增长，备

货量增加，且新收购的新加坡子公司有存货。存货和应收账款的增加，

表明公司销售规模的不断增加。且我们判断，随着未来新加坡子公司的

协同效应 

盈利预测与投资评级： 

公司是国内晶圆测试设备龙头，并且收购 STI，后续协同效应会增厚公司

业绩。考虑表 STI 已经完成并（10 月并表），预计贡献 1.2 亿元收入和 0.3

亿元利润，2019 年备考收入预计 4 亿，净利润 0.6 亿左右。STI 和长川在

技术实力和客户资源上将具有较大的协同效果。我们预计公司 2019-2020

年业绩为 0.6/1.2 亿，对应目前 PE 为 104/51 倍，维持“买入”评级。 

风险提示： 

半导体行业投资低于预期；收购 STI 协同效应不及预期。 

（证券分析师：陈显帆   证券分析师：周尔双  研究助理：朱贝贝） 

 

中南建设（000961）：盈利改善，负债结构持续优化 

事件 

中南建设发布 2019 年三季报：2019 年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09.56

亿元，同比增长 36.54%；归母净利润 22.64 亿元，同比增长 78.67%，基

本每股盈利 0.61 元。 

点评 

盈利能力持续改善，未来业绩确定性强。2019 年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

收入同比增长 36.54%；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78.67%。业绩增长迅猛主要

源于：1）公司毛利率持续改善，2019 年前三季度公司毛利率 19.98%，

同比下降 1.3 个百分点，较 2018 年提升全年上升 0.42 个百分点；2）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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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管控效果显著，前三季度公司销售管理费率 7.81%，同比下降 1.74 个

百分点，较18年末下降0.56个百分点；最终推动公司销售净利率达5.70%，

同比提升 0.5 个百分点，较 2018 年全年提升 0.23 个百分点。截至 2019

年 9 月末，公司预收账款达 1278.82 亿元，同比增长 21.30%，是 2018 年

全年营收的 3.2 倍，未来业绩增长有保障。公司此前发布股权激励计划，

预计 2019-2020 年归母净利润分别约 40、70、90 亿元，高标准业绩考核

彰显公司对未来发展的强大信心。 

销售可观，投资审慎，持续完善全国布局。2019 年 1-9 月公司合同销售

面积 1024.3 万平方米，销售金额 1299.5 亿元，同比分别上升 32%和 27%。

2019 年 1-9 月公司新增项目 51 个，累计拿地建面 751 万平米，同比增长

2%；拿地金额 416 亿元，同比增长 43%；金额口径的拿地销售比为 32%，

拿地较为谨慎；年内新进入济南、厦门、揭阳、湛江等城市，业务布局

更加完善。截止 2019 年 9 月底，公司共有 349 个项目，在建开发项目规

划建筑面积合计 3423 万平方米，未开工项目规划建筑面积合计 1332 万

平方米。 

负债结构优化，杠杆水平持续下降。2019 年第三季度末公司反映真实负

债状况的有息负债 690.6 亿元，比 2019 年中期仅上升 5.1 亿元，其中短

期借款和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仅占比 23.21%，对 2018 年末下降 7.88

个百分点。公司现金短债比由 2019 年中期的 1.49 提高至 1.59，公司风险

保障能力进一步提高。目前公司资产负债率 90.90%，较 2018 年末下降

0.78 个百分点；净负债率 175.62%，较 2018 年末下降 15.90 个百分点，

杠杆水平持续下降，实际经营风险较小。 

投资建议：中南建设近年来从上到下进行了系统性战略调整，正在发生

重大变化，公司在优秀人才引进、激励加强的助力下运营效率持续提速。

基于公司销售高增，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业绩迎来快速释放。我们预计

2019-2021 年 EPS 分别为 1.09、1.88、2.47 元人民币，对应 PE 分别为 7.94、

4.63、3.51 倍，维持“买入”评级。 

风险提示：行业销售波动；政策调整导致经营风险；融资环境变动；企

业运营风险；汇率波动风险；棚改货币化不达预期。 

（证券分析师：齐东   研究助理：陈鹏） 

 

捷佳伟创（300724）：Q3 业绩符合预期，有望受益新电池技术迭代 

事件 1：公司 2019Q1-Q3 实现营收 18 亿元，同比+64.3%；实现归母净利

3.4 亿元，同比+30%；扣非归母净利 3.2 亿元，同比+31.5%。Q3 单季实

现营收 5.86 亿元，同比+85%；实现归母净利 1.1 亿元，同比+44%，扣非

归母净利 1.08 亿元，同比+44%。 

事件 2：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 1 亿元对募投项目“高效新型晶体硅太阳能

电池湿法设备及配套智能制造设备生产线建设项目”实施主体，即全资

子公司常州捷佳进行增资，增资后注册资本达 2.1 亿。 

投资要点 

Q3 营收大幅增长，光伏电池片设备龙头持续受益于下游扩产 

公司 2019Q1-Q3 实现营收 18 亿元，同比+64.3%；Q3 单季实现营收 5.86

亿元，同比+85%。公司前三季度确认的收入主要是 2018 年签订的订单，

我们认为营收大幅增长的原因在于 2018 年是 PERC 电池扩产高峰，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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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产 PECVD 设备龙头在手订单也随之增长。 

2019 年以来下游客户的扩产仍在继续，同时公司新品管式二合一 PECVD

设备由于性价比高、迎合下游的降本增效需求，逐渐成为 PERC 电池在

PECVD 环节的主流设备，也为公司订单带来增量。Q3 末预收账款 18.4

亿，同比增长 3.5 亿，环比 Q2 末增长 1 亿，根据公司 3331 的结算方式，

我们预计预收账款占公司整体在手订单的比例约为 30-35%，则可以推算

H1 末公司的在手订单为 52-60 亿。 

毛利率回落至正常水平，费用整体控制良好 

2019Q1-Q3 综合毛利率 33.7%，同比-7.43pct，其中 Q3 单季毛利率 33.9%，

环比+0.8pct，已经企稳。2018 年同期因境外高毛利订单的确认收入，公

司的毛利率相对较高，且 2019 年由于新工艺新产品的推出，产品和区域

的销售结构变化导致综合毛利率有所下滑。 

2019Q1-Q3 公司净利率 18.7%，同比-5.1pct；Q3 单季净利率 18.73%，同

比-5.58pct,环比-0.9pct。净利率下滑主要受到毛利率影响，费用方面整体

控制良好。2019Q1-Q3 公司期间费用率为 12.8%，同比+1.2pct。其中销售

费用率为 6.9%，同比+0.5pct；管理费用率为 3%，同比+0.3pct；研发费

用率为 3.9%，同比-0.5pct；财务费用率为-1.1%，同比+0.9pct。 

单季经营性现金流略有改善，存货金额持续增长 

2019Q1-Q3 经营性现金流净额-5.5 亿，同比-5.8 亿，其中 Q3 单季经营性

现金流净额-1.6 亿，环比 Q2 增加 1.3 亿，有所改善。Q1-Q3 现金流下滑

主要系：(1)报告期内采购订单增加导致采购货款支付现金大幅增加，购

买商品、接受劳务支出的现金达 11.8 亿，同比增长 6.1 亿；(2)银行承兑

汇票在收款中的占比大幅提升。Q3 末应收票据为 4.3 亿，同比+1.1 亿，

主要系客户用票据结算的比例提升，随着收入的确认应收票据也随之增

加。 

此外，Q3 末存货 32.5 亿，同比增长 15.4 亿，环比 Q2 末增长 3.9 亿，公

司存货持续增长，从中报情况来看近 70%存货都是发出商品，说明公司

存在大量已发货但未验收的订单，为后续业绩继续增长提供保障。 

提前布局未来 2-3 年高效电池设备，募集项目助益产能提升 

Q1-Q3 研发投入 7090 万，同比+46.37%。公司不断推进高效电池片的研

发，从而保持光伏设备的领先地位。HIT 技术中，制绒清洗设备、透光导

电薄膜设备、丝网印刷线研发已基本完成，进入工艺验证阶段；TOPCon

技术中的钝化设备研发也已进入工艺验证阶段。此外，针对 M12 大硅片

有可能带来的行业技术更迭，公司也开发了适用于大硅片的制绒清洗设

备等，有望率先受益于技术迭代带来的设备需求。现拟增资项目“高效

新型晶体硅太阳能电池湿法设备及配套智能制造设备生产线建设项目”1

亿元，该项目投产后，将帮助公司继续升级 HIT 和 TOPCON 的技术路线。 

盈利预测与投资评级：我们预计 2019-2021 年的净利润分别为 4.3，5.7，

6.8 亿，对应当前股价 PE 为 25,19,16 倍，继续维持“增持”评级。 

风险提示：行业受政策波动风险，行业竞争风险，设备企业外延拓展不

及预期 

（证券分析师：陈显帆   证券分析师：周尔双  研究助理：朱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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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洲国际（00288）：美国业务显著改善，双汇成本压力测试递交靓丽答

卷 

投资要点 

公司发布 19Q3 经营业绩：前三季度实现营收 171.9 亿美元同增 3.7%，经

营利润 13.0 亿美元同增 7.2%，不考虑/考虑生物公允价值调整归母净利

8.2/8.7 亿美元同增 8.5%/37%，其中 Q3 单季实现营收 60.7 亿美元同增

12.0%，经营利润 5.3 亿美元同增 55.4%，不考虑/考虑生物公允价值调整

归母净利 3.6/3.1 亿美元同增 79.4%/146.0%。 

美国业务逐季改善得到充分验证，业绩弹性有望进一步释放。 

Q3 单季营收 30.9 亿美元同增 1.3%，经营利润 2.1 亿美元同增 172.4%。 

1）生猪养殖：Q3 单季盈利 0.88 亿美元，较 18Q3 增长 1.68 亿美元，主

要受益于有效的对冲策略使生猪养殖大幅增长，贡献利润弹性。目前美

国生猪价格约 1.2 美元/公斤（8.8 人民币/公斤），与中国生猪价差达到 4.5

倍（中国生猪价格超过 40 人民币/公斤），由于此次中国猪价上涨周期预

期较长，美国猪价有望受中国猪价的溢出效应而抬升，叠加 19Q1 低基数，

20 年生猪养殖板块有望进一步贡献利润弹性。当前贸易环境下 2020 年假

定美国猪价 1.3 美元/公斤，将贡献约 2.84 亿美元利润，且根据敏感性测

算，猪价每上涨 0.05 美元/公斤，贡献边际利润 1.12 亿美元。 

2）生鲜肉：Q3 单季亏损显著收窄至几近盈亏平衡，主要得益于 Q3 美国

本土生猪价格和猪肉价格的价差改善。考虑到：1）目前中美贸易环境逐

步改善叠加 4.5 倍的生猪价差，中国将加大对美猪肉进口，截止 19 年 8

月中国从美国进口猪肉 11.3 万吨同增 47.3%，单 8 月进口 2.54 万吨同增

426%（较不受关税影响的 17 年增长 125%）；2）生鲜肉出口团队过去十

年一直在和包括日本、加拿大、中美洲、澳大利亚等市场建立关系，将

有效缓解本土宽松的猪肉供应。 

3）肉制品：Q3 利润率受美国猪价成本端影响下滑至 8.6%，若美国生猪

价格上涨则肉制品利润率会有所承压。 

中国业务单季经营利润增速 18.3%，成本压力测试下交出靓丽答卷。 

（下述以中国区双汇业绩口径） 

1）屠宰：双汇凭借自身的全国性布局、规模效应及成本优势等，在收猪

困难造成的屠宰量下滑（269 万头同降 28.3%）的情况下依旧实现经营利

润 4.83 亿同增 147%，单吨利润在 1000 元以上，利润水平仅次于 19Q1，

而这种相对优势将在 Q4 延续。 

2）肉制品：Q3 利润率恢复至 21.5%环比改善 5.4pct，主要由于：1）提

价，从 18 年年底迄今共计提价 5 次，根据原料价格变化可能在 11-12 月

第 6 次提价，Q3 单季肉制品吨价同增 8%，提价成效将陆续显现；2）进

口肉，前三季度万洲体系关联进口 34 亿，其中 Q3 单季进口达 19 亿，部

分猪肉将作为原料降本；3）低成本库存肉运用，19Q3 库存 77.6 亿同增

103%，也将为后续的成本端提供一定支撑；4）通过技术创新、工艺创新、

流程创新等进一步消化成本上涨的压力。 

盈利预测与投资评级：假定当前贸易环境下，我们预计 19-21 年公司实现

营收 239.6/254.5/254.8 亿美元，同增 6.0%/6.3%/0.1%；归母净利

12.5/15.4/16.1 亿美元，同增 32.3%/23.1%/4.7%，当前股价对应 PE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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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X/9.6X/9.1X，若中美磋商进展顺利，惩罚性关税减免后业绩弹性大，

考虑到公司全面布局生猪养殖、屠宰、肉制品一体化全球化产业链，业

绩稳健增长与弹性并存，维持“买入”评级！ 

风险提示：猪价波动，中美贸易摩擦，产品调整乏力，汇率波动 

（证券分析师：马莉   研究助理：金含） 

 

歌力思（603808）：Ed Hardy 业务调整影响 Q3 业绩表现，IRO 中国业

务及百秋依旧出色 

投资要点 

事件：公司公布三季报，2019Q1-Q3 收入同增 8.57%至 18.85 亿元，归母

净利同增 2.62%至 2.75 亿元；具体到 19Q3，收入同降 5.5%至 6.2 亿元，

归母净利同降 20.5%至 8488 万元。 

分品牌来看全三季度发展： 

1）主品牌歌力思：19Q3 展店动作如期进行，直营/加盟净开门店数量达

到 8/3 家，收入端前三季度/单三季度分别增长 4.22%/下滑 0.45%，Q3 直

营仍有中单位数正向增长，加盟拖累单季度表现； 

2）IRO：中国区业务发展仍然迅猛，Q1-Q3 贡献 6152 万收入，门店数量

达到 20 家，持续超预期；海外业务前三季度增长 11%至 4.35 亿元，Q3

较 19H1 增速有较明显放缓，主要与 H1 存在提前发货有关。公司 10 月公

布以 8950 万欧元收购ADONWORLD 剩余 43%股权从而实现了对 IRO 的

100%持股，有利于国内开店加速以及海外批发业务进一步释放增长潜力； 

3）EdHardy：收入端前三季度/单三季度分别下滑 17%/37.5%至 3.15/8303

万元，下滑主要与零售端本身偏淡、以及 Q2 开始启动的加盟商换货政策

（Q3 换货涉及金额更大，影响了加盟发货的收入确认，至 2020Q2 该政

策完整运行一年后同比影响将消失）。2019 年是 EdHardy 调整蓄势的一

年，公司进行了包括直营网络导购年轻化、加盟商资金周转支持、奥莱

收回直营在内的一系列举措，希望提升渠道管理效率，为 2020 年及未来

增长打下基础。 

4）Laurel：收入端前三季度/单三季度分别增长 4.5%/6.2%至 7991/2569

万元，同时单三季度直营门店净增 7 家，符合前期开店计划；此外毛利

率相比去年同期略有下行主要与加价倍率实验性下调有关，2020 年开始

加价倍率仍将回到原有水平； 

5）VVT 和 Knott：VVT 仍在产品风格无龄化、年轻化调整中，门店数量

维持在 14 家，Q1-Q3 收入贡献达到 1556 万元；Knott 也开出两家门店，

贡献 117 万报表收入； 

6）百秋电商：代理品牌持续增加至 50 个，Q1-Q3 收入及利润估算仍有

50%+高增长。 

盈利预测及投资建议：19 年作为 EdHardy 调整之年公司业绩增速预计较

为平缓，随 2020 年调整到位以及 IRO 的国内开店、海外批发业务发力，

未来增速有望提升，我们预计公司 19/20/21 年归母净利同增

10.3%/20.4%/19.7%至 4.0/4.8/5.8 亿元，PE13/11/9X，前期股价回调后回

归低估值水准，维持“买入”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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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终端销售遇冷、多品牌协同不及预期。 

（证券分析师：马莉   证券分析师：陈腾曦  证券分析师：林骥川  证

券分析师：詹陆雨） 

 

精测电子（300567）：Q3 单季度利润-14.6%，看好公司转型后成长空间 

投资要点 

 

营收增长稳定，成本费用增加带来短期业绩承压：公司 2019 年前三季度

实现营收 14.4 亿元，同比+63.6%；实现归母净利润 2.2 亿元，同比+15.4%，

其中公司 Q3 单季度收入 5.1 亿元，同比+48.7%；归母净利润 0.6 亿元，

同比-14.6%，公司前三季度销售/管理/研发费用率分别为

8.39%/7.41%/14.03%，其中管理费用率与研发费用率合计同比+3.59pct。

具体来看，费用率的增长主要源自半导体和新能源新业务板块人员的增

加和研发投入的增加。 

 

毛利率环比改善，面板设备价格战开始放缓：公司 2019 年前三季度毛利

率 46.9%，同比-4.0pct，Q3 单季度公司毛利率 50.5%，同比-2.4pct，环比

提升+4.4pct，改善明显。环比改善的原因，一方面是公司前期部分高毛

利率收入订单可能在第三季度确认，另一方面是面板设备领域价格战基

本已经达到顶峰，预计未来将开始放缓。但预计全年毛利率较去年同期

还将有一定的下滑压力。此外，第四季度是公司传统的回款期，公司有

望在第四季度实现经营现金流的大幅流入，收窄前期经营现金流净流出。 

 

预计明年面板收入稳健增长，半导体和新能源实现减亏。面板设备方面，

受价格战影响面板设备毛利率有所下滑，但由于公司产品线布局全面，

预计全年新签订单金额将基本完成年初预期数。明年公司面板订单总量

预计与今年持平，但由于存量市场替代空间广阔，公司将依靠自身产品

类型的拓展和存量设备更新换代实现营收的稳定增长。半导体和新能源

业务由于布局尚未完全，还出于资本投入阶段。具体来看，在半导体领

域，目前上海半导体公司加快招兵买马，加大研发人员和相关费用的投

入，同时引入了多家基金入股并获得了相应的政策倾斜，是公司重点发

展领域；Wintest 武汉子公司有望在年底注册完成；公司未来将进一步推

广半导体相关产品，实现半导体订单量的突破。在新能源业务领域，公

司力求获得客户认可，争取更多订单。总体来看公司明年有望实现半导

体和新能源业务的大幅减亏。 

 

盈利预测与投资评级：受半导体等新产品线持续大力投入等影响，我们

下修公司业绩预期，预计 2019/2020/2021 年的净利润 3.44/4.32/5.33 亿元，

对应 PE 为 29/23/19 倍。但一方面，公司在面板检测行业的产品线走向高

端化。另一方面，公司外延内生不断完善产业链布局，提升产品竞争力，

看好转型后三大板块齐头发展，继续维持“买入”评级。 

 

风险提示：面板产线投资进度低于预期，半导体检测设备拓展低于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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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分析师：陈显帆   证券分析师：倪正洋） 

 

汇川技术（300124）：增速放缓、费用压力下整体回落，自动化订单有所

改善 

投资要点 

19Q1-3 营收增长 24.6%（不含贝思特同增 6.4%），净利润同比下降 18.7%

（不含贝思特下降 22%），基本符合预期：公司发布 2019 年三季报，报

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49.08 亿元，同比+24.61%，其中贝思特并表 7.18 亿，

扣除后营收同比+6.4%；实现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6.46 亿元，同比下降

18.65%，测算扣除贝思特后同比-22%左右。其中 Q3 实现营业收入 21.89

亿元，同比增长 49.31%（不含贝思特基本持平），环比增长 35.23%；实

现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2.47 亿元，同比下降 16.95%（测算不含贝思特同比

-25%左右），环比下降 8.13%。 

贝思特并表影响毛利率，扣除后毛利率环比有回升。2019Q1-3 毛利率为

38.27%，同比下降 4.87pct，Q3 毛利率 34.85%，同比下降 5.57pct，环比

下降 5.91pct，毛利率环比下降主要受贝思特并表影响，扣除影响后 Q3

汇川毛利率 41.3%，环比小幅回升 0.5pct，此外，新能源汽车毛利率下降、

轨交占比提升也对毛利率带来一定的拖累。 

通用自动化 Q3 延续 2%的增速，注塑机恢复增长；通用 9-10 月订单小幅

恢复，新品推出+组织变革先行推动，整体看通用版块有望逐步恢复高增

长。去年贸易战影响下工控行业从 18Q3 起开始下行，今年 9 月份起下游

景气度开始略有恢复。公司 Q1-3 通用自动化营收 18.71 亿元，同增 3%，

其中 Q3 单季营收 6.55 亿元，同增 2%，增速环比持平，通用自动化毛利

率预计整体回升。Q1-3 电液伺服+伊士通营收 3.55 亿，同比-6%，其中

Q3 营收 1.11 亿，同比+8%，增速转正，预示着下游景气度的明显好转。

从 9 月起，随着下游投资信心的逐步修复，汇川通用自动化业务订单预

期有恢复；同时 PLC、CNC 的新品推出有望带动伺服销售，新的组织变

革不断推进，通用版块有望开启新一轮增长。 

电梯业务抗周期属性仍强，Q3 维持 11%的稳健增长；贝思特维持高增长，

但贝思特并表贡献有限，预计 11 月完成 100%并表进一步增厚业绩。电

梯一体机 Q1-3 营收 10.25 亿，同增 12%，其中 Q3 营收 4.05 亿，同增 11%，

同时毛利率预期小幅提升。贝思特 7 月开始并表，Q3 单季营收 7.18 亿，

推算净利润在 0.8 亿左右，但并表后资产评估增值，增加了本期成本费用，

本期并表净利润不多。目前收购事项有序推进，预期 11 月有望全部并表、

进一步增厚业绩。 

新能源汽车压力大，Q1-3 营收 3.55 亿、回落 23%。汇川客车降价多、乘

用车二线车企放量、定点推进顺利，今年是黎明前的黑暗。今年新能源

汽车行业受补贴退坡等因素影响，产销整体小幅不及预期。商用车今年

回落幅度较大，产品有所降价、毛利率也有所下滑；乘用车方面今年开

始快速增长，今年二线车企威马、东南、车和家等放量，明年包括小鹏、

广汽、长城等开始放量，海外定点有序推进。 

盈利预测与投资评级：预计 2019-2021 年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10.56/14.05/17.82亿，同比-9.5%/+33.0%/+26.8%；EPS分别为0.64/0.85/1.07

元，对应现价 PE 分别 39 倍/29 倍/23 倍，维持“买入”评级。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持续下行、竞争加剧、电动车定点进展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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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分析师：曾朵红   研究助理：柴嘉辉） 

 

华测检测（300012）：业绩超预期增长，精细化管理推动盈利能力提升 

投资要点 

19 年前三季度归母净利润同比+123.1%，略超预期：2019 年前三季度，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2.0 亿元，同比+20.2%，归母净利润为 3.6 亿元，同

比+123.1%，扣非归母净利润 2.6 亿元。同比+111.0%，其中 Q3 实现归母

净利润 2.0 亿元，同比+81.3%，超预期增长，主要原因是公司收入增长稳

定，同时精细化管理进一步取得成效，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公司 19Q3 应

收账款 8.2 亿元，较 18 年年报增长 63.6%，主要系公司业务拓展带来收

入的增加；投资收益 0.7 亿元，同比+198.2%。主要系报告内公司出售杭

州瑞欧股权。 

 

毛利率 51.1%，净利率 16.7%，成本控制良好：公司 19 前三季度的毛利

率为 51.1%,同比+7.3pct，净利率 16.7%，同比+7.4%。毛利率和净利率的

增长得益于公司成本控制良好，运营效率进一步提升。自 18 年 6 月申屠

献忠总裁到来并开始推行精细化改革，以及前期重点投入的环境实验室

和食品实验室陆续释放产能以来，公司的毛利率和净利率双双迎来拐点，

并保持上升势头，未来随着公司生命科学和贸易保障领域的稳定增长以

及消费品和工业品板块的发力，公司盈利能力有望进一步提升 

 

多次中标政府产品质量检测项目，发展细分领域提升公信力优势：19 年

上半年公司中标辽宁省产品质量监督抽检承检项目，此次招标要求中，

抽查承检服务商除需拥有 CMA 资质外，还需要在 2018 年度原国家质检

总局组织的检验机构分类监管考核中被评价为 I 类或 II 类；公司还参与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招标，成功中标成为广东省儿童及婴幼儿服装产

品抽查检验工作的唯一单位；此外青岛子公司中标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食

品安全抽检检测承检项目，成为中标机构中的唯一民营机构，多次中标

政府质检项目显示华测公信力得到多方认可。华测是国内第一家实现全

领域布局的第三检测公司，在巩固食品、环境、贸易等优势领域的同时

大力发展电子、工业、航空航天、消费等领域业务，广征国内外优秀人

才和优良标的，进一步提升公信力优势。 

 

盈利预测与投资评级：我们预计公司将搭乘检测行业国产化的趋势，把

握市场碎片化特点，继续实现营收稳定的增长，同时在推进精细化管理，

提升投资回报率和人均产值的基础上，公司的毛利率和净利率将进一步

提升。基于公司盈利能力的继续增强，我们上修公司业绩预期，预计公

司 2019-21 年归母净利润 4.85（原预计 4.09 亿元）/6.19/7.61 亿元，对应

PE48/38/31X，给予“增持”评级。 

 

风险提示：各事业部质量控制风险；收入增速不及预期；成本控制不及

预期；行政处罚影响公司检测资质风险。 

（证券分析师：陈显帆   证券分析师：倪正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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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导智能（300450）：三季报业绩基本符合预期，毛利率恢复至 41%，看

好海外看好订单落地 

事件：先导 10 月 28 日晚间发布三季度业绩公告称:公司 2019 年 Q1-Q3

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32.16 亿元，同比增长 19.31%；前三季度净利润 6.35

亿元，同比增长 16.14%；扣非净利润为 6.2 亿元，同比 14.71%。 

投资要点 

2019 年全年仍将保持较高增长，新接订单预计在 60-70 亿元 

2019Q1-Q3 收入增长 19%，利润增长 16%，收入和利润增速整体匹配。

其中 Q3 单季度收入增长 13.5 亿元，同比+8%，环比+33%。我们判断公

司的收入确认和业绩释放主要集中在下半年，全年业绩仍将保持较高增

长。预计 2019 年全年新接订单保守估计 60-70 亿元。先导作为全球绝对

领先的设备龙头，与 6 家龙头电池厂均有密切合作，且随着 Northvolt+宁

德时代德国后续扩产计划的落地，我们不排除继续上调订单预期的可能

性。 

毛利率大增恢复至正常水平，研发费用创历史新高 

公司 Q1-Q3 综合毛利率高达 41.3%，同比大增 4.2pct，格力智能制造订单

以及内部抵消事项的影响消除后，公司盈利能力恢复至正常水平也接近

于上市后的历史最高的水平。净利率 19.8%，同比略降 0.5pct，依旧是专

用设备领域的高净利润率。主要系期间费用率合计达 20.6%，同比+5.2pct，

其中研发费用率高达 11.1%，使得管理费用率（包含研发费用口径）同比

+3.1pct（研发人员大幅增长导致管理费用率上升）。其中 Q3 单季度毛利

率为 38.8%，同比+3.7pct，环比-2.5pct。 

研发费用 3.6 亿，在收入中占比约 11%，同比增长 101%。先导作为专用

设备龙头，研发费用作为未来发展潜力的前瞻指标非常有参考意义。除

了几个传统业务之外，智能物流、汽车产线、燃料电池、3C、激光加工

等几大新事业部也正在如火如荼地发展，我们看好公司未来的技术延展

性。 

现金流大幅提升，存货周转天数继续减少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性现金流净额为 3.3 亿，同比由负转正为+8.35 亿元；

其中 Q3 单季净额为 1.5 亿，环比 Q2（2.4 亿）减少了 0.9 亿，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达 12.0 亿元，从 2018 年 Q3 以来均维持高位。此外，

公司的存货周转天数从上年同期的 389 天大幅缩短至 346 天，设备公司

营业周期的缩短也是下游需求旺盛的直接验证。 

电池行业进入新扩产周期由集中走向分化，设备行业将继续向龙头集中 

继 CATL 等电池龙头持续扩产之后，许多中小企业和新进入者也跟进大

规模扩产。我们判断电池行业格局将由集中走向分化，加大扩产规模弹

性，利好设备厂商。 

我们认为设备行业将继续向先导等龙头公司集中。先导作为全球锂电设

备龙头，其高质的供应设备能力及丰富的工艺经验将使其继续扩大领先

优势；且先导目前是少数能够供应整线的设备商，整线自制率达 80%以

上，现已获得不少整线订单并形成供应，后续将继续受益整线、一体化

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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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预测与投资建议：全球电动化大浪潮加速，看好绑定龙头电池企业

的设备公司，业绩成长性和持续性将大幅超预期。我们预计公司 2019 年、

2020 年的净利润分别是 9.5（下调 8%）和 13.8 亿元（下调 3%），EPS 为

1.08 和 1.57 元，对应 PE 为 31 倍和 21 倍，维持“买入”评级。给予目标

PE 为 42 倍，对应目标价 45 元。 

风险提示：新能源车销量低于预期，下游投资扩产情况低于预期。 

（证券分析师：陈显帆   证券分析师：周尔双  研究助理：朱贝贝） 

 

晶盛机电（300316）：Q3 业绩超预期，预计业绩拐点或到来 

投资要点 

订单确认速度加快，预计业绩拐点或到来 

公司 2019Q1-Q3 实现营收 20.1 亿，同比+6.2%；归母净利 4.7 亿，同比

+5.9%（业绩预告区间为 0-10%）；扣非归母净利 4.5 亿，同比+6.7%。其

中 Q3 单季营收 8.3 亿，同比+28.4%；归母净利 2.2 亿，同比+37.4%；扣

非归母净利 2.2 亿，同比+48.2%。 

截止 2019 年 9 月 30 日，公司未完成合同总计 25.58 亿元，其中未完成半

导体设备合同 5.4 亿元（以上合同金额均含增值税）。我们按照中报的未

完成合同金额和 Q3 单季的确认收入金额到推出 Q3 单季的新接订单数量

是 6.6 亿元（27.29+新接订单数-8.3=25.58 亿元）。由于公司主要的光伏订

单生产周期在 3 个月，发货后的验收周期在 3-5 个月不定，按照目前的订

单确认进度，我们判断接下来两个季度公司的业绩将继续反弹。 

Q3 单季毛利率继续回升，净利率达 26.6% 

2019Q1-Q3 综合毛利率 38.23%，同比-1.45pct，其中 Q3 单季毛利率 40.6%，

环比+1.5pct，自Q2以来继续回升。Q1-Q3净利率为23.51%（同比-0.08pct），

其中 Q3 单季净利率 26.6%，环比增长 6.2pct，单季度盈利能力达到 2015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Q1-Q3 期间费用率 13%，同比-1.4pct，整体费用控制

良好；其中销售费用率为 1.2%，同比-0.7pct；管理费用率为 5.1%，同比

+0.6pct；财务费用率 0.2%，同比-0.1pct；研发费用率为 6.5%，同比-1.2pct，

依旧维持较高水平。 

单季经营性现金流持续大幅净流入，经营步入健康发展通道 

2019 年 Q1-Q3 经营性现金流 4.3 亿，同比增长 437%，其中 Q3 单季经营

性现金流净额 2.5 亿，与 Q2 环比基本持平，连续两个季度呈现出经营性

现金流大幅净流入；此外 Q3 单季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为 8.2

亿，创下历史新高。Q3 末应收票据为 15.3 亿，环比 Q2 增加 3.8 亿；应

收账款为 11.2 亿，环比 Q2 增加 1.1 亿。随着公司订单的逐步验收，应收

票据与应收账款也略有增长，但现金流情况也在明显改善，说明公司的

经营已步入健康发展通道。 

报告期末预收账款金额为 9.85 亿，环比上季度末增长 2.25 亿；存货期末

金额为 13.3 亿，环比上季度末增长 0.9 亿。预收账款和存货维持在较高

水平，与公司在手订单情况基本相符。 

半导体业务进入收获期，光伏技术迭代拉长需求周期 

半导体材料和设备将是大基金二期支持重点，目前国内大硅片规划总投

资超过 1500 亿元。晶盛机电已经合作或有望合作的大硅片公司包括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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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强的中环、新昇、有研、合晶等大硅片厂，四家规划总投资额超过 500

亿元，晶盛机电做为大硅片设备绝对龙头将有望受益。此外，中环 8 寸

产线正式投产，12 寸设备进场在即，2019 年 6 月以来采购设备节奏明显

加快，采购规模也同时增加，作为核心设备商晶盛机电有望大幅受益。 

光伏业务方面，2019 年光伏硅片进入新产能周期，未来两年单晶渗透率

将从目前 50-60%提升至 80-90%，同时中环最新推出 12 寸大硅片具备更

高转化效率和更低成本受到下游电池客户认可，将是行业大趋势。新技

术将拉长硅片设备需求周期，晶盛机电作为唯一的 12 寸设备提供商将大

幅受益，预计未来三年光伏新增订单超过 100 亿元。 

盈利预测与投资评级：预计公司 2019/2020 年收入分别为 26/51 亿元，净

利润分别为 6.7/11 亿，对应 PE 分别为 28/17 倍，维持“买入”评级。 

风险提示：光伏平价上网进度不及预期，光伏硅片厂商下游扩产进度低

于预期 

（证券分析师：陈显帆   证券分析师：周尔双  研究助理：朱贝贝） 

 

湖南海利（600731）：三季报符合预期，经营拐点隐现 

事件： 

公司发布 19 年三季报，19 年前三季度实现营收 15.42 亿元，同比增长

46.48%，归母净利润 0.78 亿，同比增长 588%，经营性现金流 9581 万元，

同比增长 1420%。 

 

投资要点 

三季度传统淡季，环比微降符合预期：三季度的营收环比增长 10.57%，

同比增长 30.62%，由于二季度存在减值计提，还原后的归母净利润环比

下滑 11%，同比增长 1200%。同比大幅度改善主要是因为天嘉宜爆炸导

致关键中间体呋喃酚供给格局变化，另外装置负荷提升和公司机构改革

也是利好因素。环比微降主要是因为三季度为农药需求淡季，一般会安

排系统检修。 

氨基甲酸酯类农药寡头格局进一步强化：主要产品中，残杀威、抗蚜威

国内独家生产，克百威、灭多威、甲萘威等产品处于主导地位，并且近

年来，公司抓住杀虫剂的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发展趋势，依托湖南化

工研究院的力量，重点开发出丁硫克百威、丙硫克百威、硫双灭多威等

产品，产品主要为跨国公司定制，吨位较大，国内基本不存竞争对手，

未来的盈利较为稳定。 

长期发展空间打开：公司于 19 年 9 月份改组董事会，标志着国企改革进

入中后场。此前，公司公告计划斥资 8.4 亿元，打造杂环类农药、环境友

好农药，这些项目如果完全投产，基本相当于再造一个海利。储备品种

中，水杨腈、甲嘧值得重点关注，具备较大的市场容量和较高的技术壁

垒。 

中卫基地进展值得关注：公司 19 年 10 月注册成立宁夏海利，此前，海

利集团发布公告，计划在中卫分三期，投资 30 亿元，规划用地面积 1000

亩。一期项目计划 20 年 3 月开工建设，投资 10 亿元建设高性能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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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杀虫剂和杀菌剂生产装置。 

 

盈利预测与投资评级：预计公司 2019~2021年营业收入分别为 20.61亿元、

24.94 亿元、27.83 亿元，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1.49 亿元、2.41 亿元、2.89

亿元，EPS 分别为 0.42 元、0.68 元、0.81 元，当前股价对应 PE 分别为

18X、11X、9X。考虑到公司产品种类和产能储备有望为公司业绩带来持

续的增长，维持对公司的“买入”评级。 

 

风险提示：苏北沿海化工园区综合整治逐步常态化，导致相关中间体价

格回落；甲嘧的推广不及预期。 

（证券分析师：柴沁虎   研究助理：陈元君） 

 

当升科技（300073）三季报点评：出货量不及预期拖累业绩增速，增资

常州加速产能建设 

投资要点 

19Q1-3 归母净利润 2.2 亿，同比+6.98%，处于业绩预告中值，符合预期：

2019 年前三季度公司营收 18.4 亿元，同比下滑 25.75%；归母净利润 2.2

亿元，同比增长 6.98%；其中 Q1-3 非经常性损益 2,353 万元，同比增长

144%，主要为中科电气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694 万元及政府补助 885 万

元。扣非净利润 1.96 亿元，同比增长 0.23%。2019 年前三季度毛利率为

18.88%，同比增加 2.96 个百分点。 

Q3 正极海外占比提升+低价钴库存，单吨利润提升，但受行业影响，出

货量不及预期。Q3 公司正极出货量预计不足 4000 吨，环比下滑近 15%，

主要受国内动力锂电池减产影响，但海外需求 Q3 依然较强劲，我们预计

公司海外出货占比达到 40%左右。前三季度出货量合计 1.25 万吨左右，

我们预计全年出货量近 1.8 万吨，同比增 15%左右。Q3 单吨利润预计提

升至近 1.7 万/吨，除了海外占比提升，还得益于 Q3 金属钴价格上涨。国

内金属钴从 23 万/吨上涨 30%至 30 万吨，而公司拥有部分低价钴库存。 

受宏观经济影响，中鼎利润下滑拖累业绩：受下游消费类电子行业增速

放缓，扩产节奏延后影响，我们预计中鼎 Q3 净利润 600 万左右，环比下

滑 30%+。此外，公司持有中科电气 1985 万股，按照公允价值计量，预

计影响 600 万左右投资收益。 

Q3 费用大幅下降，Q3 费用率 5.47%，环比-2.22pct。19Q3 期间费用 0.27

亿元，同比减少 49.6%，环比减少 48.1%，期间费用率 5.47%，同比减少

0.93pct，环比减少 2.22pct，主要得由于研发费用率降低。经营现金流表

现平稳，常州当升投入加大资本开支。经营活动净现金流为 1.55 亿，同

比减少 18.53%，在建工程为 2.28 亿元，较年初增长 461%，主要为当升

三期投入加大。 

8.3 亿增资常州当升，规划 10 万吨产能。公司对子公司常州当升增资 8.3

亿元，并将原江苏当升三期 1 万吨产能变更至常州当升。常州项目规划

年产能 10 万吨，一期总产能 5 万吨，目前第一阶段 2 万吨正极产线设备

已经进场。19Q1-3 常州当升营收 0 万元，净亏损 264 万元。 

盈利预测与投资评级：2019-2021 年预计归母净利 3.25/4.5/5.8 亿，同比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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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3%/38%/30%，EPS 为 0.74/1.03/1.33 元/股，对应 PE 为 31x/22x/17x。

考虑到公司为正极龙头，正极材料业务量价齐升，给予 2020 年 28 倍 PE，

目标价 29 元，维持“买入”评级。 

风险提示：政策波动、降价幅度超预期、销量低于预。 

（证券分析师：曾朵红   证券分析师：阮巧燕） 

  

 



 

 

 
免责及评级说明部分 

 

东吴证券研究所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部分 

 

免责声明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已具备证券投资咨

询业务资格。 

本研究报告仅供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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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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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

中的内容所导致的损失负任何责任。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东吴证券及其所属关

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并进行交易，还可能为这些公

司提供投资银行服务或其他服务。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本报告是基于本公司分析师认为可靠且已公开的

信息，本公司力求但不保证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也不保证文中观点或陈

述不会发生任何变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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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的版权归本公司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

式翻版、复制和发布。如引用、刊发、转载，需征得东吴证券研究所同意，并注

明出处为东吴证券研究所，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东吴证券投资评级标准： 

公司投资评级： 

买入：预期未来 6个月个股涨跌幅相对大盘在 15%以上； 

增持：预期未来 6个月个股涨跌幅相对大盘介于 5%与 15%之间； 

中性：预期未来 6个月个股涨跌幅相对大盘介于-5%与 5%之间； 

减持：预期未来 6个月个股涨跌幅相对大盘介于-15%与-5%之间； 

卖出：预期未来 6个月个股涨跌幅相对大盘在-15%以下。 

行业投资评级： 

增持：预期未来 6个月行业指数涨跌幅相对大盘在 5%以上； 

中性：预期未来 6个月行业指数涨跌幅相对大盘介于-5%与 5%之间； 

减持：预期未来 6个月行业指数涨跌幅相对大盘在-5%以下。 

 

东吴证券研究所 

苏州工业园区星阳街 5号 

邮政编码：215021 

传真：（0512）62938527 

公司网址： http：//www.dwzq.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