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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 收盘点位 
涨跌（%） 

一日  五日 年  

沪深 300 3988.62 -0.22 -1.81 32.48 

上证指数 3188.63 -0.04 -1.78 27.86 

中小板指 6411.38 -0.04 -3.77 36.32 

创业板综 2048.08 0.04 -3.65 35.02 

恒生指数 29909.76 0.24 -0.09 15.72 

日经 225 21870.56 0.73 0.29 9.27 

标普 500 2907.41 0.66 0.51 15.98 

道琼斯 26412.30 1.03 -0.05 13.22 

纳斯达克 7984.16 0.46 0.57 20.33 

法 CAC40 5502.70 0.31 0.48 16.32 

德国 DAX 11999.93 0.54 -0.08 13.65 

英 FTSE 7437.06 0.26 -0.13 10.54  

资料来源：长城证券研究所 

 

指标 收盘价 
涨跌（%） 

一日  五日 年 

美元指数 

 

96.93 -0.24 -0.08 7.98 

6.72 0.20 0.25 6.87 

1.13 0.38 0.32 -8.32 

1293.50 0.02 -0.62 -4.09 

728.00 -0.82 4.15 -28.21 

63.62 0.79 2.83 -3.18 

69.81 0.87 0.30 -3.87   

人民币汇率 

欧元-美元 

黄金现货 

BDI 

WTI原油 

BRENT原油 

资料来源：长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长城证券研究所 
 

今日要点 
     

策略研究 

 策略双周报观点：基本面改善逻辑或将强化 

4 月股市走势反映了市场对于经济基本面预期、货币政策预期的

变化，社融数据大超预期或将强化基本面改善逻辑，静待下周公

布的各项经济数据。维持对后市相对乐观的态度。（汪毅，王小琳）             

行业研究 

 机械设备行业：机械设备周报 2019 年 4 月第 3 期-深圳 2018 年机

器人产业总产值达 1200 亿同比增长 13.82%，2019 全球光伏装机

预计新增 129GW 

上周机械设备行业跑赢沪深 300 指数 

本周行业重点新闻及公告 

本周机械行业投资观点及组合（曲小溪） 

 食品饮料行业：食品饮料周报 

往年内展望，我们更多从板块边际改善角度出发寻找投资标的，

看好茅台、五粮液、汾酒、伊利、海天、中炬，建议关注安琪酵

母、绝味食品、涪陵榨菜等。（张宇光，叶松霖） 

 有色金属行业：国内经济数据全面超预期 基本金属价格有望持

续上行-有色行业周报 

国内经济数据全面超预期 基本金属价格有望持续上行 

？ 电解铝盈利水平不断改善 铝板块迎来布局机会 

？ 下游钴酸锂厂家需求释放 钴价持续反弹（杨超，孙志轩） 

 电力设备与新能源行业：电新周报：新能源汽车 3 月产销回升 新

能源进入平价时代 

新能源汽车 3 月产销回升 新能源进入平价时代（马晓明，蔡紫豪） 

 传媒行业：芒果超媒已现“价值买点”，草根交流坚定“云游戏”

大规模商业化信心。 

芒果超媒已现“价值买点”，草根交流坚定“云游戏”大规模商业

化信心。（杨晓峰）    

个股研究 

 安车检测（300572）：安车检测（300572）公司动态点评——汽车

检测龙头遥感业务放量，布局下游检测站：维持推荐 

主营表现突出，营收增长稳定 

汽车检测项目助推公司业绩飞速成长 

在手订单稳定增长，遥感市场前景可期 

下游市场整合新布局（曲小溪，常绍轩） 

 华工科技（000988）：华工科技（000988）公司动态点评——第一

季度业绩符合预期，5G 光模块抢占先机：维持推荐 

一季度业绩预告成绩亮眼，净利润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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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费用、研发费用大幅上升，销售成果逐步体现 

紧抓 5G 机遇，光模块抢占先机（曲小溪） 

 铜陵有色（000630）：高端锂电铜箔产能逐步投放 公司未来业绩

稳中向好--铜陵有色 2018 年年报点评：维持推荐 

归母净利润大幅增长 公司业绩符合预期 

铜业务产量持续增长 硫酸业务量价齐升 

高端锂电铜箔产能逐步释放 集团优质矿山有望注入（杨超，孙志

轩） 

 中顺洁柔（002511）：中顺洁柔（002511）2018 年报点评：维持

强烈推荐 

总体盈利承压，2019 关注拐点及高端新品（张潇，林彦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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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策略 
 

策略研究： 
 

 策略双周报观点：基本面改善逻辑或将强化 

年初以来的市场行情主要由分母端的无风险利率和风险溢价所驱动，4 月市场核心矛盾逐渐转向分子端。 

其一，3 月社融数据总量超出市场预期，结构层面企业和居民贷款数据也全面回升，M1 增速连续两个月环比改

善，宽信用效果较为显著，融资底或已开始显现。 

其二，3 月 PMI 重回荣枯线，3 月出口增速大幅增长，3 月汽车销量降幅显著收窄。 

其三，创业板一季报显示业绩拐点或在 2018 年底已现；主板业绩集中在 4 月中下旬披露。 

 

4 月股市走势反映了市场对于经济基本面预期、货币政策预期的变化，社融数据大超预期或将强化基本面改善逻

辑，静待下周公布的各项经济数据。我们维持对后市相对乐观的态度，本轮行情的核心驱动力在于经济转型过

程中对资本市场的重新定位，包括科创板推出、股票质押风险化解等。后续值得关注的重要事件：1、经济复苏

预期差变化，5、6 月份经济数据是否有所反复？2、科创板 6 月份正式上市时间点；3、股票质押和减持情况，

粗略估计股票质押市值若继续上涨 10%-15%，股市整体的质押风险可能基本化解。 

 

行业配臵建议：近期市场风格逐渐回归业绩层面，上证表现好于创业板，但尚未形成明确合力。当前基本面改

善预期强化的背景之下，前期涨幅较小的周期板块或有阶段性补涨预期；消费板块短期受益于经济改善及 5 月

MSCI 纳入比例提升带来的增量资金流入。我们仍然维持本轮市场主线在“科技创新+金融”的判断，一季度持

续估值修复之后，近期相关方向有所调整，伴随科创板上市时点临近，后续相关方向有望重新出发。 

 

风险提示：经济超预期下行风险；海外市场大幅波动风险。 

（证券分析师：汪毅（执业资格证书编号：S1070512120003）;联系人：王小琳（从业证书编号：S1070118060039））  
   

行业与个股 
 

行业研究： 
 

 机械设备行业：机械设备周报 2019 年 4 月第 3 期-深圳 2018 年机器人产业总产值达 1200 亿同比增长 13.82%，

2019 全球光伏装机预计新增 129GW 

上周机械设备行业跑赢沪深 300 指数：上周市场大幅震荡。其中创业板指下跌 4.59%，上证综指下跌 1.78%，沪

深 300 上周跌幅达 1.81%。沪深两市上周总成交量 4.28 万亿，环比上涨 6.46%，市场交易量持续上升。申万一级

子行业个别上涨，其中汽车、家用电器行业涨幅超 1%，机械设备行业跌幅达 1.55%，排名第 10/28，跑赢沪深

300 指数 0.26 个 pct。机械设备细分子行业中，个别子行业录得涨幅，其中冷链物流、工程机械板块涨幅超 0.4%。

个股方面，中泰股份、全柴动力、电光科技、天瑞仪器、泰尔股份均涨幅超过 18%。 

？ 本周行业重点新闻及公告：1. 在 CITE 2019 上，根据深圳机器人协会发布的《2018 深圳机器人产业发展白

皮书》显示，深圳市机器人产业在 2018 年全年总产值达到 1200 亿元，其中较去年同期增长最多的是服务机器

人，同比增长率近两成，产值达 340 亿元。2. 全球太阳能光伏市场增速将从 2018 年的个位数反弹至 2019 年的

25％，预计新增规模达到 129GW。据悉，这种复苏的增长主要来自中国以外的市场，预计 2019 年将增长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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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光伏成本持续下降导致需求增加，预计预测期内，西班牙，越南和其他国家的项目都将在 2019 年显著增加。

3. 金卡智能与新天科技分别收到智能燃气表中标通知书，金卡智能中标总价约 2.16 亿元，新天科技为 2.46 亿元。

4. 科达洁能、康斯特、开山股份分别发布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 本周机械行业投资观点及组合：激光行业下游市场潜力不断释放，激光器进口替代进程逐年加快；基建边

际改善加强，持续关注工程机械行业；半导体景气周期延续，国产设备迎来历史发展机遇；锂电行业优胜劣汰

加速，高端产能需求依然旺盛；国内页岩气开发提速，国产压裂设备需求爆发。智能物流市场空间近千亿，系

统集成商迎来黄金发展期。轨交设备进入采购高峰期，投资加速推动产业链复苏。光伏行业多重因素利好，装

备制造商迎来长期发展机遇。建议关注国产激光器龙头锐科激光；工程机械龙头柳工、徐工机械、三一重工及

核心零部件供应商恒立液压；半导体核心设备龙头北方华创；锂电设备龙头先导智能；光伏电池设备龙头捷佳

伟创、晶体生长设备领先者晶盛机电；国产压裂设备龙头石化机械；打通智能物流装备全产业链的行业龙头诺

力股份；轨交设备绝对龙头中国中车。 

？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持续低迷；产业政策倾斜不及预期；行业竞争加剧；国际地缘政治冲突；贸易争端持

续。 

（证券分析师：曲小溪（执业资格证书编号：S1070514090001） 

 食品饮料行业：食品饮料周报 

4 月 8 日-4 月 12 日，食品饮料指数涨 0.6%，申万一级子行业排名第 3，跑赢沪深 300 约 2.4pct，子行业中其他

酒类(2.3%)、白酒(1.6%)、葡萄酒(1.4%)表现较好。受益于茅台一季报业绩预告超预期催化，本周食品饮料走势

强于大盘。后半周酒鬼酒公布季报以及今世缘预期回调，使得板块出现阶段性调整。从我们跟踪基本面情况，

多数酒企稳健增长，如茅台一季度业绩上调更可能是自营放量超预期；五粮液批价持续回升，汾酒顺利完成一

季度任务目标等；草根调研大众品龙头如伊利、海天等动销顺畅、回款稳定；中炬调味品业务略超预期。一季

度消费回暖趋势明显，也与统计局公布 1-2 月社消数据相符。3 月社融数据再超预期，政策刺激导向明显。预期

未来商务活跃度增加，将加速白酒复苏进程；同时资本市场也可能再上新台阶。往年内展望，我们更多从板块

边际改善角度出发寻找投资标的，看好茅台、五粮液、汾酒、伊利、海天、中炬，建议关注安琪酵母、绝味食

品、涪陵榨菜等。 

投资组合：优选业绩稳定增长、估值低标的。建议配臵贵州茅台、中炬高新、绝味食品、伊利股份。（1）贵州

茅台：公司 1Q19 业绩预告再超预期，预收款确认更加积极。糖酒会反馈渠道销售顺畅，估计 1Q19 销量同比持

平，结构提升、直营比例提升、预收款等因素，1Q19 可实现 20%增长，全年考虑到处臵经销商计划量通过自营

渠道投放，利润回流增厚 19 年业绩。长期来看茅台具备强劲品牌力与供给稀缺性，处于白酒金字塔顶端，仍是

长周期配臵的好品种。（2）中炬高新：18 年业绩稳健，少数股东权益略有波折，公司仍将积极推进。渠道组织

结构变革，利于市场精细化发展，精耕细作将推动公司营收加速。（3）山西汾酒：公司进行渠道转型，加强省

外终端建设及地推工作：一方面渠道扁平化，通过全控价模式对经销商进行模糊返利，保证经销商利润，；另一

方面加强地面推广和服务，使得有效终端数量不断转化。汾酒正处于渠道扩张黄金时期，估计 19 年大概率仍保

持高速增长。（4）伊利股份：蒙牛明确表示不会加大促销投放，验证行业竞争趋稳的判断。预计伊利 1Q19 双位

数增长，长期来看一方面凭借品牌与渠道优势，不断提升国内液奶市占率水平，进一步巩固龙头地位；另一方

面在新业务、新市场寻求扩张机会，力求实现未来可持续发展。短期利润率提升曲线可能更加平缓；长期看伊

利多元化布局下成为健康食品大平台可期。 

（证券分析师：张宇光（执业资格证书编号：S1070518060003）;联系人：叶松霖（从业证书编号：S1070118080021）） 

 有色金属行业：国内经济数据全面超预期 基本金属价格有望持续上行-有色行业周报 

国内经济数据全面超预期 基本金属价格有望持续上行: 本周央行公布 3 月金融数据，社融规模增量达 2.86 万亿，

同比增加 1.28 万亿；M2 增速达 8.6%，创 13 个月以来新高；国内 3 月出口（美元计价）同比增加 14.2%，预期

增加 6.5%；3 月官方制造业 PMI 反弹至 50.5，创 6 个月以来新高。国内经济金融数据全面超预期，印证经济探

底反弹趋势，在经济回暖形势下，基建投资与出口复苏将显著提振基本金属需求，随着基本面逐渐改善，基本

金属价格有望持续上行。我们建议关注紫金矿业、江西铜业、铜陵有色、云南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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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解铝盈利水平不断改善 铝板块迎来布局机会:今年以来，得益于成本端氧化铝价格下行及铝价逐步回暖，

电解铝盈利水平不断改善。受特高压、房屋竣工面积及基建投资回暖的带动，电解铝需求逐渐复苏，社会库存

已连续 4 周下降，库存顶点明确显现。尽管据 SMM 统计，今年电解铝产能增量将达到 200-230 万吨，但全年电

解铝仍将处于供小于求的格局，行业仍处于库存去化、盈利修复期。我们建议关注神火股份、云铝股份、中国

铝业。 

？ 下游钴酸锂厂家需求释放 钴价持续反弹：本周受钴酸锂电池大厂释放订单需求影响，四氧化三钴价格显著

回暖，均价较上周上涨 1.6 万元/吨，涨幅近 10%。海外方面，钴价持续反弹，本周 MB 钴（高级）上涨 8.16%，

较 3 月钴价底部反弹超 20%。我们认为钴价此前已接近底部，在供给端刚果金出口扰动及需求端边际改善的背

景下，钴价反弹有望持续。我们建议关注华友钴业、寒锐钴业、洛阳钼业。 

？ 风险提示：新能源汽车产销不及预期 国内需求不及预期 铝产能投放超预期 

（证券分析师：杨超（执业资格证书编号：S1070512070001）;联系人：孙志轩（从业证书编号：S1070118120018）） 

 电力设备与新能源行业：电新周报：新能源汽车 3 月产销回升 新能源进入平价时代 

锂离子电池汽车：1）根据中汽协，三月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 12.8 和 12.6 万辆，同比增长 88.6%和 85.4%，

环比增长 116.3%和 137.2%。产销量增速回升主要因为补贴政策晚于去年一个月：去年 2 月发布补贴新政，导致

3 月产销较弱、基数较低，叠加今年 3 月抢装因素。值得注意的是，A 级车占比进一步扩大，环比提升 2 个百分

点到 55%，插混乘用 C 级车占比也环比大幅提升 7 个百分点到 10%，车型升级趋势进一步明确。2）根据 GGII，

3 月动力电池装机 5.09GWh，同比增长 145%，环比增长 127%。19 年车型升级将成为全年的主旋律，且高端车

型将展示出更高的性价比。短期 6 月 25 日缓冲期结束前大概率迎来抢装高峰，4~5 月排产将环比提升明显，中

报业绩有望超预期。长期来看，1）高端车型受补贴退坡幅度影响相对较小，深度绑定全球优质整车厂爆款车型

的龙头电池企业有望获得高盈利，推荐关注宁德时代和亿纬锂能；2）海外电池企业如松下、LG、三星 SDI、SKI

等都在国内布局，进入全球领先电池厂供应链的龙头材料企业如新宙邦、星源材质等有望受益于全球化进程；3）

加装电池提档获得更高补贴的作用有限，车企大概率会改用磷酸铁锂电池降低成本应对补贴退坡，且 19 年第二

批推荐目录中配套磷酸铁锂电池的乘用车占比上升 22 个百分点到 29%，看好磷酸铁锂在低端车型上的大规模应

用，推荐关注国轩高科；4）虽然新版补贴政策没有对能量密度提出更高的要求，但是补贴方向依然是扶优扶强，

向优质电池产品倾斜。推荐关注高镍正极龙头容百科技和当升科技。 

 

氢燃料电池汽车：1）4 月 8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发布了《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征求意见稿）》，

高效制氢、运氢及高密度储氢技术开发应用及设备制造，加氢站等内容被列入第一类（鼓励类）的第五项（新

能源）中，主要鼓励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动力电池材料及自动化产线和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等项目推进。2）

4 月 10 日，在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表示缓冲期过后，将不再对新能源公交车和燃料电池汽车等之

外的新能源汽车给予购臵补贴，并将加快加氢站等基础设施建设。随国家政策对加氢加电站布局加大支持力度，

新能源汽车将有望加快解决充电便利性问题。目前氢燃料电池汽车处于产业发展初期，技术突破和成本优化是

实现产业快速进步的重要手段。由于氢气产储运加环节成本有望率先实现突破、中游国产化进程加速将获取超

额收益、与国际龙头深度合作的国内企业有望实现技术弯道超车，因此三条主线寻找标的：1）氢气产储运加：

富瑞特装（储氢瓶和供氢系统）、厚普股份（加氢站设备）；2）燃料电池动力系统：雄韬股份（制氢-膜电极-电

堆-燃料电池系统-整车运营全产业链布局）；3）全球合作：潍柴动力（电堆龙头巴拉德第一大股东）。 

 

新能源发电：4 月 12 日，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征求对 2019 年风电、光伏发电建设管理有关要求的通知（征求

意见稿）意见的函》。2019 年安排新建 

光伏补贴预算 30 亿元：1）户用补贴 7.5 亿元（约 3.5GW）；2）竞价项目 22.5 亿元（不含扶贫）总额组织项目

建设，粗略按照平均 0.05~0.07 元/kWh 补贴，则对应 30~35GW 规模。考虑 2~3GW 扶贫及领跑者项目，非平价

项目约 35~40GW；另外，户用项目将加速推进：省级电网企业每月 10 日前对外公布上月新增并网和当年累计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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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并网的户用光伏装机容量及项目名单，当截至上月底的累计新增装机量超过当年规划额，则当月最后一天为

本年度可享受国家补贴政策的户用光伏并网截止时间，因此户用项目有望加速。 

 

光伏：本周硅料和多晶硅片价格下调，其他环节价格保持稳定。部分硅料厂计划提早检修，预计二季度价格有

望见底。18Q4 至 19Q1，光伏海外需求旺盛引致国内硅片、硅料有所提价，19Q1 印度、日本抢装行情结束后可

能导致需求暂时空档，二季度产业景气度将有所回调，待三四季度国内旺季来临时，产业链价格将较为稳定。

19 年补贴征求意见稿有望加速户用项目的推进，一定程度上缓解二季度较低需求。我们依然看好 19 年光伏产业

发展：中长期来看，2018 年国内装机 44GW，随着政策回暖以及平价项目打开的增量空间，国内需求有望继续

提升，龙头企业业绩与估值将会互相应证，反应股价的持续提升。继续推荐单晶龙头隆基股份。 

 

风电：随着平价项目的推进、风机招标价格企稳回升、以及主要原材料价格高位回落，预计 2019 年风机企业盈

利能力将显著回升，2020 年持续降低发电成本，实现弃风率低于 5%的目标，2021~2022 年国内风电项目将大规

模进入平价时代。各大电力集团加大资本开支计划以及加速在手项目开发、并网，预示风电行业复苏趋势确立，

推荐关注风机龙头金风科技。 

 

风险提示：新能源汽车发展不及预期、新能源装机增速不及预期、新能源消纳力度不足、政策性风险、系统性

风险。 

（证券分析师：马晓明（执业资格证书编号：S1070518090003）;联系人：蔡紫豪（从业证书编号：S1070118070018）） 

 传媒行业：芒果超媒已现“价值买点”，草根交流坚定“云游戏”大规模商业化信心。 

1、芒果超媒：随着 Q1 业绩预告，投资者对 Q1 业绩担心减弱。站在目前股价 41.9 元（市值 415 亿），我们认为

相对于 630 亿市值空间，定增参与者有较为确定性的投资收益，在股价平稳背景下，将利好其增发。 

2、云游戏：之前市场对于云游戏的延迟存在疑虑，根据我们的草根交流 5G 环境下云游戏总延迟或为 77.5ms 左

右。具体分析如下：总延迟=网络延迟（10~20ms）+游戏内部处理延迟（取决于游戏类型，约 30ms）+手机解码

和渲染（20~30ms）＋服务器画面采集编码（5~10ms）。 

3、主题机会：重点关注《复仇者联盟 4》的表现，推荐中国电影 

《复仇者联盟 3》的平均观影人次为 6257 万，平均票价 38.2 元；由于《复仇者联盟 4》是复联系列电影最终章，

预计观影人次将显著增长，同时近期部分影院的预售票价达百元。在观影人次同比增长 20%、最终均价在 50 元

左右的情况下，预计《复仇者联盟 4》的票房将为 37 亿左右。 

4、营销板块：继续推荐省广集团 

盈利大幅改善，由 18 年的 1.9 亿提高至 19 年的 4 亿；公司 GIMC 云于 18 年 8 月底完成，将助力公司毛利率回

升。 

（证券分析师：杨晓峰（执业资格证书编号：S1070518090002））  
  

个股研究： 
 

 安车检测（300572）：安车检测（300572）公司动态点评——汽车检测龙头遥感业务放量，布局下游检测站：维

持推荐 

主营表现突出，营收增长稳定：2019 年 4 月 7 日公司披露 2018 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 5.28 亿元，同比增长

28.1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5 亿元，同比增长 58.51%。2018 年公司业绩增长稳定，机动车监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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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及检测行业联网监管系统的销售增加，主营业务表现突出。2019 年一季度公司净利润受非经常性损益影响较

大，预期实现归母净利润 2950 万至 3250 万元，比同期增长 100.01%至 120.35%，预期业绩靓丽。2018 年公司预

收款项 2.47 亿元，较去年 3.55 亿下降明显，原因是政府公开招标的遥感检测系统订单，大部分未采用预付款项

模式。2018 年公司经营活动现金净流出 854.7 万元，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 104.62%，系公司为增加市场占有份

额，放宽了对新增业务的合同预收条款，以及公司产销规模扩大支付供应商货款、职工薪酬及各项税费、费用

等所致。公司公布了利润分配预案，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2 元，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转增 6 股。 

？ 汽车检测项目助推公司业绩飞速成长：我国汽车保有量增加，检测行业标准趋严，市场需求增加将使技术

雄厚的龙头企业受益。2018 年，公司主营产品机动车检测系统的毛利率为 48.67%，同比下降 0.3 个百分比。究

其原因，或是机动车检测系统产能不足，外购成品致使产品营业成本有所提高。随着公司机动车检测项目的产

能扩大，新检测站的建立，将助力公司 2019 年毛利率回升，营业收入大幅增长。2018 年公司的销售费用同比减

少 3.82%，在 2019 销售提速的预期下，将放大费用下降的利润创造效应。 

？ 在手订单稳定增长，遥感市场前景可期：自 2017 年 7 月 27 日《遥感检测法》出台，各地政府陆续展开尾

气遥感检测公开招投标工作，机动车尾气遥感检测市场将迎来大发展。基于成熟的遥测式机动车尾气排放检测

技术，截至 2018 年 10 月 26 日，公司在机动车尾气遥感监测领域中标项目及签订合同金额合计人名币 9346.65

万元，占 2017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22.70%。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参与汽车尾气遥感检测项目招标，遥感市场

订单已取得重大进展。 

？ 下游市场整合新布局: 2014 年以来，机动车检测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预计检测市场空间达人民币 600 亿。

作为汽车检测行业龙头，公司依托技术优势和品牌影响力，积极布局下游检测站运营：于 2018 年 9 月 22 日收

购兴车机动车检测公司 70%股权；于 2018 年 11 月 29 日新设德州环保新动能基金合伙企业，且拟并购中检集团

汽车检测股份有限公司。公司通过直接或间接成立产业基金的方式收购检测站，整合检测站运营市场，竞争力

有望进一步提高。 

？ 投资建议：我们预测 2019-2021 年公司的 EPS 分别为 1.7 元、2.4 元和 3.1 元，对应 PE 分别为 49 倍、35 倍

和 27 倍。维持“推荐”评级。 

？ 风险提示：设备销售不及预期；下游整合不及预期 

（证券分析师：曲小溪（执业资格证书编号：S1070514090001）  

 华工科技（000988）：华工科技（000988）公司动态点评——第一季度业绩符合预期，5G 光模块抢占先机：维

持推荐 

一季度业绩预告成绩亮眼，净利润大幅提升：2019 年公司第一季度业绩预告显示：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 0.88 亿元-1.00 亿元之间，同比增长 44.86%-64.61%，主要受益于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收益较

大，以及高附加值激光设备销售占比提升。此前，公司发布的 2018 年度报告显示：2018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52.33

亿元，同比+16.79%；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4 亿元，同比-12.51%；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净利润 1.97 亿元，

同比-8.74%。净利润下降的原因，我们分析有三点：一是销售费用大幅增长；二是研发投入力度加大；三是毛利

率下降，虽然激光加工及系列成套设备的毛利率有大幅提升（同比+3%），但是光电器件系列产品和敏感元器件

毛利率均有大幅下降。而此次业绩预告成果净利润增长实现由负转正则主要归因于高附加值激光设备的销售占

比和毛利率的同步提升产生协同效应，推动净利润实现高增长。 

 销售费用、研发费用大幅上升，销售成果逐步体现：2018 年度，公司销售费用同比+47.09%，销售费用率为

9.5%，较上年+2%；研发费用同比+16.49%，研发费用率为 4.3%。公司为加强市场开拓、完善营销网络和优化销

售队伍，在多地建设研究和展示中心。同时，公司坚持研发创新，整合各板块资源，实现产品线的拓展，还引

入韩国技术团队，建立面板实验室，完成面板技术与产品布局。随着各项产品的成功转型和营销网络的不断完

善，公司订单取得重大突破，其中切割产品运营中心实现合同额同比+90%以上。 

 紧抓 5G 机遇，光模块抢占先机：2018 年 9 月，旗下子公司华工正源成为国内首个获得 5G 光模块订单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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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公司也成为华为公司 5G 基站建设的首批供应商之一，荣获华为技术 2018 年度全球金牌供应商奖。按照目

前的市场测算，2019 年公司有望在华为 5G 光模块供应中占据 40%-50%的份额。同时，公司“5G 和数据中心光

模块的研发及扩产项目”也在建设中，预计 2021 年 8 月完工，预计成为公司业绩新的增长点。报告期内，公司

自主研发的 10G 光芯片成功实现量产，25G 光芯片及器件已完成优化设计。 

 投资建议：我们预测 2019-2021 年公司的 EPS 分别为 0.38 元、0.50 元和 0.60 元，对应 PE 分别为 40 倍、31

倍和 26 倍。维持“推荐”评级。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周期波动风险；中美贸易摩擦风险；汇率风险。 

（证券分析师：曲小溪（执业资格证书编号：S1070514090001） 

 铜陵有色（000630）：高端锂电铜箔产能逐步投放 公司未来业绩稳中向好--铜陵有色 2018 年年报点评：维持推

荐 

归母净利润大幅增长 公司业绩符合预期：近日铜陵有色发布 2018 年年报，公司全年实现营收 845.89 亿元，同

比增长 2.62%；归母净利润 7.09 亿元，同比增长 31.99%；扣非后归母净利润 5.18 亿元，同比增长 17.62%；利

润分配方案为每 10 股派发现金 0.3 元（含税）。通过对应收票据及账款的管理，公司营运现金流实现由负转正，

达到 55.65 亿元。受融资成本增加及人民币贬值带来的汇兑净损失影响，本期财务费用升至 10.62 亿元，同比增

长 100.02%，对业绩略有拖累，但受益于主营产品铜、黄金、硫酸等价格上涨，公司整体毛利率上升 0.35 个百

分点，叠加本期资产减值同比减少 41.09%，对业绩形成一定支撑，公司全年业绩表现符合预期。 

 铜业务产量持续增长 硫酸业务量价齐升：公司 2018 年共生产阴极铜 132.86 万吨，同比增长 3.92%；铜精

矿含铜量 5.37 万吨，同比增长 14.96%；铜加工材 35.05 万吨，同比增长 4.78%；硫酸 422.28 万吨，同比增长 11.61%。

主营产品产销持续增长，为公司业绩形成坚实支撑。2018 年受环保督查影响，硫酸价格大幅上涨，涨幅超过 30%，

公司硫酸产品量价齐升，显著增厚公司业绩。我们预计未来环保督查仍将趋严，硫酸价格有望维持高位，公司

硫酸业务将持续贡献丰厚利润。 

 高端锂电铜箔产能逐步释放 集团优质矿山有望注入：公司 2 万吨高精度储能用超薄电子铜箔项目一期已建

成并逐步投放产能。达产后，公司将拥有 4 万吨铜箔产能，其中标箔 2.25 万吨（吨利润 7000 元），锂电铜箔 1.75

万吨（吨利润 1 万元）。在新能源汽车行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高端锂电铜箔逐渐放量有望推动公司业绩显著增

长。此外，集团海外矿山建设步入收工阶段，注入预期强烈，公司未来或将成为 A 股资源和冶炼双龙头。 

 投资建议：我们预计公司 2019-2021 年 EPS 分别为 0.08 元／0.09 元／0.11 元，对应 PE 分别为 34.25／28.75

／24.07 倍，维持“推荐”评级。 

 风险提示：铜加工费下跌 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不及预期 项目推进不及预期 

（证券分析师：杨超（执业资格证书编号：S1070512070001）;联系人：孙志轩（从业证书编号：S1070118120018）） 

 中顺洁柔（002511）：中顺洁柔（002511）2018 年报点评：维持强烈推荐 

？ 收入端增长稳健，利润端增速承压。公司发布年报，2018 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56.79 亿元，同比+22.43%；实

现归母净利润 4.04 亿元，同比+15.87%；扣非后归母净利润 3.93 亿元，同比+20.27%。2018 年政府补助减少约

560 万元，资产减值准备冲销 300 万元，相对于 2017 年非经常性损益降低。分季度来看，Q1/Q2/Q3/Q4 实现营

收 12.25/13.61/14.95/15.98 亿元，同比+18.65%/+24.78%/+21.65%/+24.21%；实现归母净利润 0.99/1.01/1.13/0.92

亿元，同比+30.93%/+24.76%/+25.31%/-10.56%。Q4 公司收入端增速提升，利润端受原材料及汇兑压力出现负增

长。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23 元（含税）。 

？ 高端产品占比提升对冲浆价压力，期间费用率总体控制有效。2018 年 Face、Lotion 及自然木系列等高端产

品的销售收入占比达到 60%以上，随着产品结构优化，以及公司采取提价策略，公司生活用纸毛利率同比

-0.87pcpts达到 34.56%，毛利率水平保持业内第一的水平。分季度来看，下半年美元兑人民币大幅升值约 4399pips，

下半年毛利率承压。期间费用率总体控制有效，同比-1.19pcpts 至 24.28%，其中，销售费用率-1.26pcpts 至 17.84%，

Q4 销售费用率相对前三季度回落明显，环比-3.02pcpts 至 15.33%，主要因为客户年度目标未达成冲减返利、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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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费、产品奖励费用所致。管理费用率+0.1pcpts 至 5.45%（考虑研发费用），其中研发费用率上升 0.44pcpts 至

1.89%，公司在研发方面加大力度，把握消费升级趋势加立体压花产品的开发，顺应环保潮流，瞄准水溶性擦手

纸的研发。财务费用率-0.02pcpts 至 0.98%。受益于期间费用率降低，净利率同比略微下滑 0.36pcpts 至 7.17%。 

？  电商保持高速增长，公司长期增长空间值得期待。2018 年公司强化电商渠道的供应链及日常管理，电商渠

道同比+65%，增速仍保持较高水平。GT 渠道来看，仍保持稳定增长，同比+11%。2018 年覆盖全国 1791 多个

区县市，超额完成目标，同比 2017 年增加了接近 600 个区市县。2019 年公司目标新增区市县 500 个，届时可达

约 2300 个区市县，向全国 2800 多个区县市全覆盖迈进。面对增长挑战，公司针对广大一线员工发布股权激方

案，业绩考核以 17 年为基数，19/20/21 年收入增长不低于 41.6%/67.1%/94%，营业收入至少将达到 65.67/77.5/90

亿元，公司整体活力有望被激发。公司不仅持续拓宽渠道，同时也将持续挖掘渠道深度。2018 年为公司扩品类

的起点，除了棉柔巾公司还将挖掘广阔的个护以及美妆领域。凭借公司强劲的渠道力，公司将突破生活用纸单

品类增长天花板，长期来看空间广阔。产能方面，2018 年公司浙江新增 1 万吨产能至 66 万吨，2019 年预计年

湖北将新增 10 万吨产能、唐山将新增 5 万吨产能，总产能可达 81 万吨。2018 年公司存货周转天数由 2017 年的

58 天上升至 2018 年的 68 天，主要因为 2017 年产能集中于年底投放，整体呈现供不应求的状态。2018 年的存

货周转天数相对于 2016 年有所下降，仍处于历史地位。 

？ 投资建议：Q4 为公司成本端最高点，随着木浆价格下跌以及人民币升值，2019 年公司盈利水平有望回升。

公司是最具成长性的品牌生活用纸企业，渠道的广度、深度均有提升的空间，随着产能的稳步投放及新品的不

断推出，公司成长性有效平滑成本周期扰动。预测公司 2019-2020 年 EPS 分别为 0.41、0.51 元，对应 PE 分别为

25X、20X，维持“强烈推荐”评级。 

？ 风险提示：原材料价格上涨风险；产能释放不及预期；行业产能扩张大于需求，竞争加剧；扩品类推广不

及预期；营销渠道建设不及预期。 

（证券分析师：张潇（执业资格证书编号：S1070518090001）;联系人：林彦宏（从业证书编号：S107011701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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