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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 收盘点位 
涨跌（%） 

一日  五日 年  

沪深 300 4120.61 1.19 3.31 36.87 

上证指数 3270.80 0.63 2.58 31.15 

中小板指 6530.41 0.83 1.86 38.86 

创业板综 2097.11 0.88 2.39 38.25 

恒生指数 29963.26 -0.54 0.41 15.93 

日经 225 22200.56 0.50 1.51 10.92 

标普 500 2783.30 1.47 -3.64 11.03 

道琼斯 26559.54 0.42 1.59 13.86 

纳斯达克 7998.06 0.02 0.64 20.54 

法 CAC40 5580.38 0.31 1.73 17.96 

德国 DAX 12213.26 0.50 2.33 15.67 

英 FTSE 7462.16 -0.12 0.60 1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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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38 -0.07 0.33 8.34 

6.70 0.20 -0.26 6.59 

1.12 0.09 -0.39 -8.95 

1277.40 -0.04 -1.24 -4.50 

790.00 3.00 8.52 -38.33 

64.08 0.08 -0.05 -4.97 

71.81 -0.28 3.41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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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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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要点 
     

策略研究 

 政治局会议点评及市场观点更新 

政治局会议显示政策重心略有变化，关注结构性、制度性因素。4

月初市场核心矛盾逐渐转向分子端，维持全年相对乐观的态度，

市场短期震荡之后有望向上去寻找方向。（包婷）             

行业研究 

 食品饮料行业：食品饮料周报：3 月社消增速加快，1Q19 基金持

仓再创新高 

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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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力设备与新能源行业：电新周报：平价上网有望加速 氢产业

政策持续加码 

推荐关注：宁德时代、亿纬锂能、国轩高科、金风科技、隆基股

份。（马晓明，蔡紫豪） 

 食品饮料行业：食品饮料 1Q19 基金持仓情况分析 

推荐茅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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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经济数据持续回暖 工业金属价格有望逐步

上行--有色行业周报 

国内经济数据持续回暖 工业金属价格有望逐步上行 

政策托底下游复苏 铝板块迎来布局机 

国六标准逐步落地 铂系金属价格有望高位运行 

风险提示（杨超，孙志轩） 

 非银行金融行业：非银周报-金融条件修复转向实体需求修复，慢

牛有望助力非银金融板块配置机会 

（刘文强，张永）    

个股研究 

 中新赛克（002912）：网络可视化平稳增长、网络内容安全、大数

据等延伸应用值得期待：维持强烈推荐 

2019 年 4 月 19 日晚间，公司发布了 2018 年年报，全年实现营业

总收入 6.91 亿元，同比增长 38.8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05 亿元，同比增长 54.73%。（周伟佳，李雪薇） 

 涪陵榨菜（002507）：营收小步跑，净利超预期：维持推荐 

（黄瑞云） 

 尚品宅配（300616）：家具行业工业 4.0 先驱，整装业务快速放量：

维持推荐 

预测公司 2019-2020 年 EPS 分别为 2.91、3.52 元，对应 PE 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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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证指数 中小板指 
创业板指 深证成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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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33、27X，维持“推荐”的投资评级。（张潇，林彦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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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策略 
 

策略研究： 
 

 政治局会议点评及市场观点更新 

政治局会议定调：政策重心略有变化，关注结构性、制度性因素 

总的来看，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于分析政策、研究市场形势具有重要意义，本次会议对经济形势判断转向乐观，

周期性因素的关注度趋于下降，结构性、制度性因素成为重要矛盾。经济政策总体定调更加精细化，删除“六

稳”提法而新增“保稳定”，重提“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及“结构性去杠杆”，政策重心伴随经济情况已经出

现微调。经济运行仍存在下行压力，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总体基调未变，但央行货币政策例会重提

“把好货币供给总阀门”，货币政策预计不会更加宽松，房地产防风险篇幅有所增加。未来政策重点将在于结构

转型及制度改革，经济发展更加注重提质增效，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金融供给侧改革、科创板和注册制推

出、扩大开放、国企改革等有望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 

  股指期货第四次松绑，助于释放交易需求及吸引增量资金。 

本次股指期货新政降低了交易保证金、平仓交易手续费，并对日内过度交易行为进行放松，有利于减少股指期

货交易成本，增加交易的活跃度。我们认为伴随股指期货的持续松绑，后续股指期货交易有望逐渐回归正轨，

发挥风险规避、价格发现和资产配置的功能，实现与国际接轨。前期被压抑的交易需求有望释放，市场交易量

或有进一步提升，有助于吸引更多中长线资金入市。 

  维持全年相对乐观的态度，市场短期震荡之后有望向上去寻找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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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初市场核心矛盾逐渐转向分子端。4 月

股市走势反映了对经济基本面预期、货币政策预期的变化，社融及经济数据超预期之后，市场认为短期缺乏明

显利好催化，前期获利盘压力有待消化，近期市场有所震荡。周五的政治局会议的政策定调有所微调，宏观调

控会根据经济走势进行相机调整，后续工作重心将是结构调整和制度改革，为股票市场投资指明了方向，改革

创新有望成为后续提升股票市场风险偏好的重要因素。股指期货再次松绑助于释放相关交易需求及吸引增量资

金入市，短期市场成交量和活跃度水平有望提升。5 月 MSCI 半年度会议将提升纳入比例至 10％，有望带来 1500

亿元左右的增量资金。 

我们维持对全年市场相对乐观的态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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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核心逻辑尚未发生变化，市场在短期震荡之后有望向上去寻找方向。 

  行业配置建议：（1）关注 5 月 MSCI 纳入比例提升带来的消费板块的配置机会，这部分被动增量资金的流入是

确定性的，相关板块在短期市场震荡之中具有较好的配置价值。（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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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政治局会议对经济提质

增效的重视，后续相关方向有望重新出发，关注计算机（金融信息化、互联网医疗、人工智能等）、通信（5G 相

关）、电子（OLED、半导体）、国防军工等方向；（3）主题投资层面关注国企改革、区域一体化相关投资机会。 

风险提示：政策落地不及预期，经济走势不及预期，中美谈判不及预期 

（证券分析师：包婷（执业资格证书编号：S1070517060002））  

 
 

行业与个股 
 

行业研究： 
 

 食品饮料行业：食品饮料周报：3 月社消增速加快，1Q19 基金持仓再创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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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5 日-4 月 19 日，食品饮料指数涨 2.8%，申万一级子行业排名第 11，跑输沪深 300 约 0.5pct，子行业中葡

萄酒（3.9%）、白酒（3.4%）、乳品（3.0%）涨幅居前。3 月社融数据超预期，催动 A 股市场整体上行；食品饮

料前期超额收益较多，表现弱于市场。本周公布 3 月社消总额增速环比回升 0.5pct 至 8.7%水平，增速回暖超预

期，且可选消费增速快于必选。观测食品饮料细分子行业增速全面走高。从累计数据来看 1Q19 社消总额增速 8.3%

趋势上行，烟酒类增速快于粮油食品，与我们草根调研消费回暖情况相符，且可选类弹性更大。一季度基金持

仓出炉，食品饮料配置比例由 4Q18 的 5.6%大幅回升至 1Q19 的 7.4%水平，创 2013 年以来基金配置比例新高。

1Q19 经济回暖、消费复苏，叠加食品饮料板块前期悲观预期浓厚，一季度重仓比例回升也在意料之中。从子行

业分解来看：基金持仓白酒比例由 4Q18 的 3.4%大幅提升至 1Q19 的 5.5%水平。白酒公司中除了洋河、水井坊、

迎驾贡持有基金数量下降，其余酒企均被增持，其中五粮液增持尤其明显。非白酒整体仓位略有回落，乳制品、

肉制品、调味品、啤酒等全线减持。往 19 年全年展望，食品饮料业绩具有稳定性与持续性。我们从板块边际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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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配置贵州茅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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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台公布商超渠道招商，意在为收回经销商计划量

寻找新途径。全年考虑到处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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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是长周期配置的好品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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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下行风险、食品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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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力设备与新能源行业：电新周报：平价上网有望加速 氢产业政策持续加码 

锂离子电池汽车：近日，网络流传发改委发布《推动汽车、家电、消费电子产品更新消费促进循环经济发展实

施方案(2019-2020 年)（征求意见稿）》，根据网传文件，征求意见内容包括采用促进新能源汽车消费的措施刺激

消费，若文件最终得以实施，将在私人消费和公共事业领域双路径鼓励新能源汽车发展。短期来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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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江淮（6 款）、奇瑞（1 款）和上汽（1 款）的纯电乘用车也逐渐采用磷

酸铁锂电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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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5 日，浙江发改委发布了《浙江省培育氢能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规划

浙江省氢能产业总产值规模超百亿元，建成加氢站（含加氢功能的综合供能站）30 座以上，累计推广氢燃料电

池汽车 1000 辆；2030 年氢能产业链条基本完备，基本形成氢能装备和核心零部件产业体系。目前氢燃料电池汽

车处于产业发展初期，题材炒作叠加政策催化带来行情出现，最先看到的将是下游产品的出现，短期看加氢站

等基础设施配套的快速崛起；之后带动中上游材料环节技术进步，中期看技术突破实现国产化大批量供应；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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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是成本不断优化实现经济性，长期终极目标是氢燃料电池汽车的平价化。看好研发实力优秀、主业经营稳定、

资金雄厚的优质公司在长期胜出：1）氢气产储运加环节补贴相对有吸引力，且其成本有望率先实现突破，推荐

关注金灵通（2018 年 10 月在江苏如皋经开区投资 4.5 亿进行 2000 万立方的生物质制氢、加氢站、空压机等项

目建设）；2）中游国产化进程加速将获取超额收益，推荐关注雄韬股份（制氢-膜电极-电堆-燃料电池系统-整车

运营全产业链布局）；3）与国际龙头深度合作的国内企业有望实现技术弯道超车，推荐关注潍柴动力（电堆龙

头巴拉德第一大股东）。 

光伏：本周能源局等部门发布两个文件：1）4 月 11 日，国家能源局发布《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报送 2019 年

度风电、光伏发电平价上网项目名单的通知》；2）4 月 12 日，国家能源局等部委发布了《关于下达“十三五”

第二批光伏扶贫项目计划的通知》。19 年我国光伏装机将主要由平价、竞价（分布式和地面电站，度电补贴 6~9

分/kWh 测算装机约 25GW）、户用（3.5GW）、扶贫（4~5GW）及领跑者（3~4GW），非平价项目装机估计 35~40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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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 年光伏风电新政征求意见稿发布后，本周安徽、山东发改委分别下发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上网电价

管理的通知，19 年新增陆上风电和海上风电项目全部通过竞争性配置确定上网电价，加速风电产业进入平价时

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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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燃料电池国产化进程不及预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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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饮料行业：食品饮料 1Q19 基金持仓情况分析 

1Q19 食品饮料整体配置比例大幅提升，白酒增持较多，板块跑赢大盘。1Q19 食品饮料基金重仓持股比例 7.4%，

环比大幅回升，且创 2013 年以来新高。分子行业来看，白酒配置比例由 4Q18 的 3.4%回升至 1Q19 的 5.5%水平，

除了洋河、水井坊、迎驾贡持有基金数量下降，其余酒企均被增持，其中五粮液增持尤其明显；非白酒食品配

置比例为 2.0%，环比 4Q18 略回落 0.3pct，其中乳制品、啤酒、肉制品、调味品均略有减持。伴随基金重仓比例

升，1Q19 食品饮料板块上涨 42.9%，一季度市场排名第四，跑赢沪深 300 指数约 20.1pct。 

排名前十分析：多数公司被基金增持，白酒成为最大赢家。（1）从持股基金数量来看，1Q19 前十名中，除洋河、

中炬、双汇，其余公司均被基金增持。排名变化在于：海天、养元、汤臣跌出前十，顺鑫、绝味、汾酒补位；

伊利、洋河、中炬、双汇排名下滑，五粮液、老窖排名提升。（2）从基金持股市值来看，1Q19 前十名中，伊利、

洋河、中炬持仓比例回落、口子窖持股比例持平，其他公司持股比例均有回升。整体来看一季度食品饮料基金

持股市值比例提升，白酒配置增加比较明显，消费回暖背景下业绩弹性较大品种更易获资金青睐。 

基金十大重仓股中食品占有四席，消费公司占据主流。观测 1Q19 市场整体的基金前十大重仓股，食品饮料占有

四席：茅台、五粮液、伊利、老窖。而十大重仓股中除中国平安与招商银行外，其他均为消费公司（农业的温

氏、医药的恒瑞、家电的格力与美的）。从我们草根调研与统计局数据均表明 19 年以来消费呈现回暖趋势，也

与基金持仓情况相互验证。 

投资建议：1Q19 基金配置食品饮料比例回升，创 2013 年以来新高。1Q19 食品饮料板块出现大幅上涨，应是与

市场预期变化，以及消费回暖，公司业绩有较大弹性相关。白酒复苏至后期，已完成消费需求结构的转换，进

入挤压式增长阶段。中小企业面临生存压力，名优酒企进入扩张时期。大众品成长逻辑未变，消费升级、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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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提升、三四线城市崛起等因素仍然持续，个人所得税下调也部分程度刺激消费需求。我们选取食品饮料交易

策略两条主线：一是自身具有明显边际改善，预期变化加速，有望快速成长或业绩超预期的公司，仍看好全年

白酒的投资机会：二是选择可长期保持稳健增长的行业龙头：消费前景明朗，龙头企业更可穿越周期。此外需

重视外资 A 股市场中作用，MSCI 扩容的背景下，建议投资者优选基本面向好的子行业龙头，看得更远，拿得更

长。推荐茅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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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下行、消费需求放缓、原料价格上涨、食品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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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经济数据持续回暖 工业金属价格有望逐步上行--有色行业周报 

国内经济数据持续回暖 工业金属价格有望逐步上行: 本周国家统计局发布一季度及 3 月份经济数据，一季度

GDP 增速、3 月份工业增加值及零售销售数据均超预期，印证经济探底反弹趋势。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美计

划在国内五一”假期前后举行两轮新的面对面高级别磋商，并在 5 月底或 6 月初举行两国正式签署协议的仪式，

中美贸易战有望彻底缓和。在经济逐渐回暖，出口迎来复苏的时点下，随着基本面边际改善，工业金属价格有

望受提振上行。我们建议关注供需格局较好的铜行业，重点关注紫金矿业、江西铜业、铜陵有色、云南铜业。 

？ 政策托底下游复苏 铝板块迎来布局机会:近日，发改委发布《推动汽车、家电、消费电子产品更新消费促进

循环经济发展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政策层面利多预期强烈，提振铝价突破万四水平。实际需求层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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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周下降。短期来看，电

解铝仍处于供小于求的格局，且存在需求受政策推动超预期的可能，价格有望高位运行。得益于成本端氧化铝

价格下行及铝价逐步回暖，电解铝企业盈利水平不断改善，铝板块迎来布局机会，我们建议关注神火股份、云

铝股份、中国铝业。 

？ 国六标准逐步落地 铂系金属价格有望高位运行：今年起，各地陆续开始实施机动车国六 a 排放标准，而更

严格的国六 b 将于 2023 年 7 月 1 日对所有车辆全面实施。随着减排压力逐步加大，汽车尾气催化剂需求量有望

迎来突破，作为重要原材料的铂系金属价格有望进一步走高。我们建议关注 A 股铂系金属龙头、布局开发氢燃

料电池用铂基催化电极材料的贵研铂业。 

？ 风险提示：政策推进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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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银行金融行业：非银周报-金融条件修复转向实体需求修复，慢牛有望助力非银金融板块配置机会 

行业推荐顺序：券商>保险>多元金融 

金融供给侧改革不断深入推进，本周 4 月 19 日，股指期货松绑如期推进，自 4 月 22 日起，中证 500 股指期货

交易保证金调整为 12%（此前为 15%），期货日内过度交易行为的监管标准调整为 500 手（翻 10 倍），套期保值

交易开仓数量不受此限，平仓交易手续费标准调整为成交金额的 3.45%%（之前为 4.6%%）；另外科创板方面，

自科创板受理 34 天以来，受理企业达 89 家，较上周末增加 17 家，已问询家数已达到 66 家，更加彰显了科创

速度，另外企业单方宣布申报科创板的企业已经达到 116 家，从保荐机构的角度看，其中中信建投证券保荐 13.5

家暂居第一（其中一家为联合保荐），中金公司以 12 家超过中信证券跃居第二，中信证券、华泰联合紧随其后。

而主板、中小创 IPO 市场则备显冷清，wind 数据显示，4 月 1 日以来，只有 5 家主板、5 家中小板、11 家创业

板企业获受理。改革带来的市场活跃度不断提升，部分券商股有望直接受益。另外，我们之前的报告所阐述的，

科创板将形成分流效应，券商的竞争压力加大，马太效应显著，也将倒逼主板等传统市场的 IPO 制度改革。宏

观经济方面，3 月新增信贷、广义货币(M2）增速、社融增量等关键数据再次超预期，表明金融体系向实体“输

血”的力度进一步增强，从金融条件修复转向实体需求修复，基本可以认为经济底部确立，也是经济由衰退后

期向复苏前期的过渡阶段的必然特征。中美贸易也不断利好信息报道，为资本市场持续回暖创造良好的环境。

我们认为科创板正在快马加鞭赶来，券商扮演重要角色，以券商为代表的金融+金融科技是未来资本的重要主线，

基本同近期路演中与机构投资者所反馈观点基本一致，坚定看好券商板块的长期投资价值。 

  此外，大券商也不断加快了业务转型步伐，如经纪业务向财富管理转型的中信证券、银河证券，其中中信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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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在组织架构上进行了重大调整，收购广州证券，预计新一轮券商并购浪潮已到来；华泰证券也加快了经纪业

务架构调整，该业务部门并入网络金融部，制定新的考核管理办法，进一步向财富管理转型。同时，外资券商

加快来袭，前期方副主席表达了 2018 年 11 月份 UBS 成为首家外资拥有 51%券商股权的公司。近日，证监会核

准设立了摩根大通证券中国有限公司和野村东方国际证券有限公司。随着这两家机构申请的批复，在未考虑

CEPA 框架券商的情况，合资控股券商的数量已达到 3 家，摩根大通是《外商投资证券公司管理办法》发布后的

第三家外资申请，并计划未来数年内，在监管允许的条件下将持股比例增加到 100%。截至 4 月 13 日，共有 18

家合资证券公司正在排队申请设立。我们预计外资的并购重组会越来越快，国内券商可能会掀起新一轮的并购

浪潮，市场集中度提升，龙头券商有望享受溢价。 

险企开门红收官，一季度保费增速提高，资产端迎来利好：保险方面，寿险向上景气度不断打开，产险承压下

遇政策利好，负债端呈现整体向好趋势，月度的 NBV 增速成为影响股价的α因子，保险板块近期表现强势，一

定程度上反应了市场的乐观预期。一季度，上市险企合计保费 10021.31亿元，增速 8.88%，比去年同期提高 1.33pct。

中国人寿、中国平安、新华保险、中国太平、中国人保、中国太保、西水股份、天茂集团分别实现保费 2724 亿

元、2742.69 亿元、431.69 亿元、681.16 亿元、1932.32 亿元、1280 亿元、40.20 亿元、190.84 亿元，增速分别为

11.91%、8.42%、9.47%、9.05%、13.60%、6.12%、-8.83%、-29.73%，同比增速分别变动 13.04pct、-11.46pct、

3.61pct、11.04pct、13.44pct、-13.07pct、-23.94pct、-51.61pct。近日，新闻报道国家发改委发布《推动汽车、家

电、消费电子产品更新消费促进循环经济发展实施方案(2019—2020 年)》（征求意见稿），严禁各地出台新的汽车

限购规定，已实施汽车限购的地方应加快由限制购买向引导使用转变（发改委回应预计仍需进一步研究）；尤其

是对于新能源汽车，各地不得对新能源汽车实行限行、限购，已实行的必须取消，预计政策落地后，预计新车

销量增速回升，带动车险业务增长。4 月份银保监会发布加强保险中介整治工作，清查保险公司从事保险销售的

所有人员以及中介机构的从业人员，短期或影响保费增长，长期将有助于保险代理人质量改善。对于资产端，

一季度股市持续上行，3 月份以来白马蓝筹股获得市场青睐，险资投资端边际放松有助于提高年度投资收益率；

《粤港澳大亚湾发展规划纲要》出台，科创板投资机遇可期，利率低位筑底，助力险企 2019 年业绩进一步改善。 

（证券分析师：刘文强（执业资格证书编号：S1070517110001）;联系人：张永（从业证书编号：S1070118090027））  
  

个股研究： 
 

 中新赛克（002912）：网络可视化平稳增长、网络内容安全、大数据等延伸应用值得期待：维持强烈推荐 

投资建议：受益于网络数据流量的持续增加、大数据分析及网络安全需求的持续增长等一系列影响因素以及公

司在产品升级优化、销售渠道建设等方面取得的良好成效，公司 2018 年业绩保持高增长，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2.05 亿元，同比增长 55%。公司作为网络可视化行业的龙头企业，产品业务布局丰富，包括宽带

网产品、移动网产品、网络内容安全产品、大数据运营产品，覆盖了网络有效数据提取、数据存储和计算、数

据分析和挖掘、数据应用及展示等领域。宽带网产品受各类利好因素影响收入保持稳定且快速增长，17 年底中

标的中国电信侧配套工程项目金额共计 4.95 亿元（2018 年未确认收入），也将增厚未来业绩；移动网产品方面，

短期会有波动，长期来看，受益于渗透率的持续提升以及与后端延伸应用产品的创新型结合，未来依旧会保持

平稳增长的态势。网络内容安全产品和大数据运营产品凭借成熟的硬件、技术优势，已在国内外逐步拓展开来

且初具成效，未来成长空间巨大。我们预计公司 2019-2021 年将实现营业收入 10.21 亿元、15.50 亿元、21.26 亿

元，实现归母净利 2.80 亿元、4.07 亿元、5.25 亿元，对应 EPS 分别为 1.91 元、2.77 元、3.58 元，参考 2019

年 4 月 19 日收盘价，对应 PE 分别为 52.93 倍、36.39 倍、28.19 倍， 维持“强烈推荐”评级。 

宽带网产品收入稳定增长，产品结构不断优化：公司 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 69,120.80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8.85%，主要系数据流量的持续增长以及销售渠道建设取得良好成果，同时，公司产品升级优化项目取得阶段

性进展，产品竞争力得到进一步提升，满足了客户多方面的业务需求。公司业务结构较上年同期保持稳定，大

数据运营、网络内容安全产品增长亮眼。宽带网产品，2018 年实现营收 3.81 亿元，同比增长 49.35%，占营收比

重由 17 年的 51.27%增长至 55.15%。移动网产品，实现营收 2.15 亿元，同比增长 15.88%，占营收比重由 17 年

的 37.21%下降至 31.06%，主要是受产品短期需求波动性影响。大数据运营产品在行业应用上取得突破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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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据治理和知识图谱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在国内外多个行业获得一定规模的应用，2018 年实现营业收

入 1,737.03 万元，同比增长 244%。网络内容安全产品也进一步丰富了产品功能，2018 年实现 5,436.04 万元同比

增长 133%。此外，公司也战略进入了工业互联网安全领域，在现有产品和技术平台基础上推出了工业互联网安

全产品和解决方案，并在相关行业取得应用，预计未来也将贡献一定收入。 

中国电信侧配套工程项目有序推进，大数据或打开增长空间：公司于 2017 年底中标中国电信侧配套工程项目，

项目金额达 4.95 亿元，截止 2018 年底暂未确认收入。随着项目的有序推进，将直接增厚 2019 年业绩，带动网

络可视化产品营收高速增长。在大数据运营产品方面，公司研发的审计一体机等大数据平台和行业大数据分析

产品市场竞争力已经得到初步显现，在相关政府领域实现了一定规模的应用，获得了用户的广泛好评。针对公

安行业大数据快速发展的需要，持续优化综合信息采集分析系统，在全国实现广泛地应用。同时，相关行业细

分应用系统取得重大进展，已成功部署多个项目，赢得了客户的口碑，打开未来增长空间。 

毛利率维持高位，研发继续保持高投入：公司 2018 年整体毛利率为 78.67%，相较于去年下降了 0.36 个 pct，主

要是受宽带网以及移动网产品毛利下降所致。宽带网产品毛利率为 83.57%，较上年同期减少 2.89 个 pct，总体

仍然保持高位；移动网产品受产品需求短期下降以及行业竞争加剧等影响，移动网毛利率下降 7.61 个 pct 至

71.79%，但随着未来产品在频段以及制式覆盖全面性方面的升级完善，毛利率有望回升。期间费用方面，销售

费用率为 23.52%，较去年同期小幅下降，基本保持与营业收入规模同比例变动；管理费用率 32.23%（包括研发

费用），较去年同期下降 1.15 个 pct；其中 2018 年研发费用达到 1.67 亿元，同期增长 40.66%，主要由于研发人

员的高速增长，公司研发人员由 17 年的 446 人增长至 638 人，研发人员的增长为公司在各类产品的研发投入奠

定坚实基础，有利于未来产品的进一步推广；财务费用率为-3.77%，较去年同期下降 3.62 个 pct，主要是本期利

息收入较上年度大幅增长所致。 

2019 年 Q1 亏损，属季节性波动，2019 年整体大概率保持高增长：第一季度，公司实现收入 9,741.74 万元，同

比增长 8.21%；实现归母净利润-621.47 万元，同比减少 312.57%。2019 年 Q1 的暂时性亏损属季节性波动，收入、

利润贡献多半在下半年确认。公司当前营收主要来自宽带网产品和移动网产品， 最终用户主要为政府机构、电

信运营商和企事业单位。由于客户通常实行预算管理制度和集中采购制度，市场的需求高峰期主要出现在下半

年。公司目前在手订单充足且行业需求持续稳定增长，一季度末预收账款达 5.56 亿元，预计 2019 年全年仍将保

持高位增长。 

风险提示：公司新增订单情况不及预期的风险；网络可视化行业增速不及预期的风险；公司产品毛利率下降的

风险；公司新产品研发效果不及预期的风险；公司大数据业务拓展不及预期的风险。 

（证券分析师：周伟佳（执业资格证书编号：S1070514110001）;联系人：李雪薇（从业证书编号：S1070118060010）） 

 涪陵榨菜（002507）：营收小步跑，净利超预期：维持推荐 

Q1 净利超市场预期。1Q19 实现收入同增 3.8%，符合我们预期；归母净利同增 35.2%，超市场预期，主要系毛

利率为 58.1%、同升 7.0pct，期间费用率为 22.8%、同降 3.3pct。 

营收增速放缓，主力产品增速 3%左右。公司 18 年一季度营收同增 3.8%，增速有所放缓，一方面是市场原料短

缺使得 1Q18 对公司榨菜需求旺盛，增速达到 47.7%，导致基数过高，二三季度的基数影响会减弱；另一方面公

司着手办事处裂变，人员到位需要时间，前期渠道下沉的贡献有限，后续效果将逐步显现。从产品来看，预计

主力产品（收入占比 60%）增速 3%左右，脆口系列与泡菜增速有所放缓。从渠道来看，一季度公司按经销商需

求发货，主动整固渠道，目前渠道库存处于良性。 

毛利率大幅提升，费用率同比下降。Q1 整体毛利率为 58.1%、较去年同期提升 7.0pct，主要是 1）1Q18 年所用

原料为 17 年采购，采购成本较高，18 年青菜头采购价下跌±20%，因此 1Q19 所用原料成本同期下降；2）18

年 11 月对部分主力产品提价约 10%，提价效应显现；3）公司加大自动化程度，生产效率提升。19 年青菜头采

购价与去年基本持平，采购量 20+万吨，Q2、Q3 毛利率大概率维稳，全年毛利率预计稳中有升。一季度期间费

用率为 22.8%、同降 3.3pct，其中销售费用率为 20.1%、同降 3.0pct，管理费用率（考虑研发费用在内）为 2.9%、

同降 0.3pct。整体净利率为 29.5%，保持稳定，随着公司费用投放逐步精细化，经营效率不断提升，盈利能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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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进一步提升。 

渠道下沉+品类独立推广，19 年收入有望稳增长。19 年公司进行市场策略调整，主要着手于渠道下沉与品类独

立推广。渠道下沉：在一线城市创新渠道、二线城市扶持大商的基础上，计划对全国的县级进行全覆盖，同时

将原来的 37 个办事处裂变为 60 多个，加强对经销商的管理与服务；品类独立推广：推出乌江品牌的萝卜、泡

菜、下饭菜，对脆口榨菜、脆口萝卜、下饭菜等重点产品独立推广，由商超逐步走向流通，加大各品类的下沉。

19 年公司加大对销售人员及经销商的任务考核，不断完善销售渠道网络，稳步实现市场份额提升，有望冲刺收

入 26%的增长目标。 

盈利预测与投资建议。不考虑外延并购，我们预计 19-21 年营收增速分别为 22%/23%/21%，净利润增速分别为

24%/25%/22%，EPS 分别为 1.04/1.29/1.58 元，对应 PE 分别为 29/23/19X，维持“推荐”评级 

（证券分析师：黄瑞云（执业资格证书编号：S1070518070002）） 

 尚品宅配（300616）：家具行业工业 4.0 先驱，整装业务快速放量：维持推荐 

2018 年收入增速承压，净利润增长稳健。2018 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66.45 亿元，同比+24.83%；实现归母净利润

4.77 亿元，同比+25.53%，扣非后归母净利润 3.51 亿元，同比+4.79%。分季度来看，Q1/Q2/Q3/Q4 实现营收 11.01/ 

17.65/ 17.71/ 20.07 亿元，同比+38.76%/ +30.63%/  +22.71%/ +15.71%。收入端受地产周冲击影响，增速逐季降低。

Q4 单季实现归母净利润 1.84 亿元，同比+5.75%，扣非后归母净利润 1.61 亿元，同比+3.62%，Q4 扣非净利润增

相较于 Q3 的 1.72%增速有所回暖。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6.00 元（含税）。此前，公司发布 19 年

Q1 业绩预告：公司营营收同比+15%达到 12.66 亿元，归母净利预计亏损 2143.64 - 2473.43 万元，较上年同期亏

损额 3297.90 万元减亏约 25%-35%，扣非后净利润同比减亏约 38.08%-43.29%。 

配套品持续高增长，整装业务初露锋芒。定制家居产品仍保持稳健增长，同比+17.22%至 50.18 亿元，细分来看，

其中橱柜销售表现亮眼，公司加强与龙头厨电如老板、方太的深度合作，年中重磅推出 9999 厨房单空间套餐，

大幅拉动全年销售，全年橱柜（不含厨电配套等）增长约 26%；全年衣柜增长约 19%；其他全屋柜类产品（系

统柜）增长约 15%。配套家居受益于大家居理念的持续推进，同比+42.47%至 11 亿元。公司加强线上运营，O2O

引流收入同比+41.49%至 1.54 亿元。2017 年 Q4 开始运营的整装云快速放量，收入已达 1.94 亿元，占总收入比

达 2.92%。 

加盟模式及新业务占比提升拉低盈利能力，期间费用整体控制有效。公司全年毛利率同比-1.43pcpts 至 43.68%，

主要原因为：1）公司加盟渠道占比持续提升， 2018 年客户数约 42.2 万，同比增长约 13%，其中加盟渠道增长

约 17%，直营渠道增长约 3%，定制家具毛利率同比下滑 0.38pcpts 至 45.74%。2）新业务如整装业务毛利率为

19.7%，低于定制家具业务。期间费用率同比-0.04pcpts 至 36.53%，其中，销售费用率同比+1.68pcpts 至 29.49%，

主要因为公司加大广告投入及新业务推广；管理费用率（考虑研发费用）同比-1.8pcpts 至 7%，其中约有 5490

万元整装云平台相关的研发费用达到资本化要求；财务费用率同比+0.08pcpts 至 0.04%。受益于期间费用控制有

效，以及公司直营模式稳定的预收款理财红利（Q4 预收款 12.7 亿元，环比+14.4%），公司净利率同比+0.04pcpts

至 7.18%。 

门店开拓稳步推进，O2O 打造全渠道粉丝生态圈。公司持续发力加盟，开放自营城市加盟权，不断壮大加盟队

伍。2018 公司净增 543 家加盟店达 2100 家，新开门店中购物中心店占比约为 46%。公司在业内率先开启购物中

心店，前瞻把握核心流量入口应对传统消费流量变迁，随着二手房翻新占比的提升，购物中心店的流量占比将

持续上行。在招商稳步推进的同时，公司加强 O2O 引流矩阵的构建，2018 年通过抖音、快手、火山、西瓜等短

视频平台全网增粉 7000 多万，粉丝变现可实现月获客 2000+。线上渠道销售方面，2018 年在天猫渠道，尚品宅

配品牌、维意定制品牌年度线上成交分别达成 9 亿及 3.5 亿，双十一期间，尚品宅配、维意定制品牌分别在天猫

全屋定制成交排名第六及第十位。 

创新+互联网基因孕育独特整装云模式，赋能家装公司引领行业变迁。公司发挥自己的互联网业务优势，打造整

装云赋能家装公司把握前端流量。整装云业务为家装会员企业提供整装销售设计系统、BIM 虚拟装修系统、中

央厨房式供应链管理系统、机场塔台式中央计划调度系统四大系统，并通过向会员企业销售主辅材和配套家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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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获得收入。2018Q3/Q4 公司分别招募约 200/500 个会员，会员招募速度加快。截至 2018 年年底，会员数量已

超过 1200 家。自营方面，2018 年公司自营整装工地交付数达 849 个，公司将从自营整装业务汲取经验，致力于

行业标准化的推行。整装收费模式以客户确认主材订单为导向，随着整装云业务拓展，未来将有效拉动公司产

品销售。公司配套及整装业务的推进增加了产品 SKU，当前管理的 SKU 超过 3 万个，为公司的存货管理增加了

一定难度，公司存货周转率由 8.38 下降至 7.75，对上游采购的应付账款周转由 6.53 上升至 7.06，同时由于整装

业务面向家装公司，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由 1860 下降至 506，这些因素一定程度拖累了公司现金流，公司经营

现金流净额同比下滑 26.01%。未来随着数据积淀及精细化管理，现金流情况或有望好转。 

投资建议：公司 2018 年生产运营数字化优化取得显著成效，2019 年地产产业链有望回暖，考虑到公司渠道扩张

顺利，整装业务趋势向好以及非经常损益的可持续性，预测公司 2019-2020 年 EPS 分别为 2.91、3.52 元，对应

PE 分别为 33、27X，维持“推荐”的投资评级。 

风险提示：房地产政策调控力度加大；开店速度不及预期；竞争加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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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