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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证观点】 

周三指数深 V 反弹，尾盘顽强收红，重返 3200 点上方。两市涨停个股超过 70 只，科技板块成为指

数翻红主力，软件、OLED、云计算概念走势强劲，燃料电池、猪产业亦表现亮眼，两市成交则继续缩量。

从市场环境来看，央行辟谣再度冷却市场降准预期，但二季度定向中期借贷便利如期而至，有效对冲资金

回笼压力，北上资金则继续处于净流出状态。整体来看，大盘走势反复，暂守住 20 日均线和 3200 点，个

股有所回暖，不过长下影显示市场分歧犹存，预计大盘仍将围绕 20 日均线进行整固，关注市场量能变化

趋势。操作上建议关注农业、通信、基建、金融等板块。 

【宏观要闻】 

1、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习近平指出，欢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等国际机构更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愿通过这一合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更好的公共产

品。 

2、财政部：1-3 月，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 139943.1 亿元，同比增长 8.9%；国有企业利润总额 8197.7

亿元，同比增长 15.6%；石油、交通运输仓储等行业利润增长较快。 

3、新华社： “一带一路”国际智库合作委员会成立大会 4 月 24 日在北京召开。它的建立为各国智

库加强思想对话、进行决策咨询提供了重要平台。希望合作委员会深入开展学术交流，推出更多高质量研

究成果，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 

4、中证报：央行 TMLF 是比较“朴实”的工具，信号小，作用大，适宜“精准滴灌”。它的出现，

可能意味着货币政策前期防危机模式已告一段落，降准、降息可能性随之下降，结构性调整和疏通货币政

策传导将成为今后一段时间货币政策调控的重点。 

5、发改委：切实维护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统一性、权威性，确保合法有效的管理措施应列尽列、

全部纳入，违规设立的准入许可、隐性准入门槛和地方自行制定的准入类负面清单要坚决清理取消，实现

“一单尽列，单外无单”；建立并不断完善实时调整与定期调整相结合的清单动态调整机制。 

6、央行：24 日进行 2674 亿元 TMLF 操作，为创设该工具以来第二次实施操作；操作期限为一年，

到期可根据金融机构需求续做两次，实际使用期限可达到三年；操作利率为 3.15%，比 MLF 利率优惠 15

个基点。 

7、央行：人民币海外基金业务通过多种金融工具对“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支持。丝路基金在 2018 年

获得 1000 亿元增资后，截至 2019 年第一季度末人民币出资金额总额已超过 180 亿元人民币。截至 2019

年一季度末，人民币海外基金业务规模达 3000 多亿元人民币。 

8、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于 4 月 25 日至 27 日在北京举行。业内人士预计，本届论

坛会达成更多促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新成果，既包括政府间的合作协议与举措，也包括企业参与的务实

合作项目。相关部门也将加快推出新举措，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支撑。 

【行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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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2019 年一季度中国造船产能利用监测指数（CCI）为 590 点，与 2018 年

一季度 631 点相比，减少 41 点，同比下降 5.8%；与 2018 年四季度 607 点相比，减少 17 点，环比下降 2.8%，

指数比年初有所回落，仍处于偏冷区间。 

2、统计局：4 月中旬，流通领域 9 大类 50 种重要生产资料中 24 种产品价格上涨，20 种下降，6 种持

平；其中花生涨 4.1%，LPG 涨 3.3%，烧碱跌 5.3%，生猪跌 4.0%，LNG 跌 3.2%。 

3、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新挂出 4 宗土地，起始总价为 91.515 亿元。4 宗地全部位于热点

地区，其中 2 宗位于海淀区，1 宗位于朝阳区，1 宗位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4、日本机床工业会：3 月机床订单额显示，对中国的出口订单额同比减少 44.0%为 201 亿日元，连续

13 个月同比下降。不过降幅环比缩窄，订单额也时隔 8 个月恢复至 200 亿日元大关，行业内开始有观点认

为需求正在逐渐触底。 

5、中钢协：4 月份以来，钢材价格继续上升，但受市场供大于求基本面制约，后期市场钢材价格难以

大幅上涨，将呈小幅波动走势。 

6、中国国家航天局：发布了《中国航天助力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声明》。面向未来，中

国航天将持续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秉承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在

平等互利、和平利用、包容发展的基础上，积极开展航天国际交流与合作。 

7、券商中国：科创板融券业务将实行 T+0 制度，即客户融券卖出后当日起即可通过直接还券或买券

还券的方式向券商偿还融入证券。出于审慎考虑，中信证券等 9 家券商先行试点科创板融券业务。目前，

试点券商正基于草案进行系统建设和流程对接。 

8、港交所总裁李小加：将来科创板好的公司可以纳入沪港通名单，与科创板不存在竞争关系。 

9、第一财经：汽车三包政策迎来突破，东风日产承诺客户车辆在购买 7 天内如果遇到发动机漏油等

情形，可以直接换车。考虑到东风日产是中国年销百万辆级的第四大合资车企，它的政策变动可能引发竞

争对手公司跟进，进而推动全行业汽车消费者权益保护条款的变革。 

10、由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组织编制的《国有企业采购操作规范》在京发布，这是我国首个国有企

业采购行业团体标准，将于 5 月 1 日开始实施。 

【公司公告】 

1、 今日新股：新城市，申购代码 300778，申购价格 27.33 元。 

2、 联化科技（002250）：一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 153%。 

3、 益生股份（002458）：一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 35 倍。 

4、 苏泊尔（002032）：一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 13.81%。 

5、 中际旭创（300308）：2018 年度净利润同比增长 286%。 

6、 江苏雷利 （300660）：2018 年度净利润同比下降 8.11%。 

7、 温氏股份（300498）：一季度亏损 4.6 亿元。 

8、 中原环保（000544）：郑州污水净化公司拟整体上市装入公司。 



9、 华鑫股份（600621）：一季报净利增长 196%。 

10、 东北证券（000686）：一季度净利同比增长 327%。 

 

【国际市场】 

1、周三美国三大股指全部下跌，道指跌 0.22%，报 26597.05 点；纳指跌 0.23%，报 8102.02 点；标普

500 指数跌 0.22%，报 2927.25 点。 

2、周三欧洲股指涨跌不一，富时 100 指数跌 0.68%，法国 CAC40 指数跌 0.28%，德国 DAX 指数涨

0.63%。 

 

【最新研究报告摘要】 

◆宝钛股份（600456）2019 年 1 季报点评：扭亏为盈，营收创单季度历史新高 

投资要点： 

扭亏为盈，营收创单季度历史新高。2019 年 1 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1.50 亿元，同比大幅增长 65.50%，环

比增长 38.06%，创单季度营业收入历史新高；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943 万元，扭亏为盈，2018 年同期亏

损 829 万元；实现每股收益 0.07 元。公司业绩继续延续好转的趋势。 

业绩大幅增长主要原因是产品产销量大幅增长。2019 年第一季度，公司钛产品生产量 4755 吨，同比增长 88.16%；

销售量 5187 吨，同比大幅增长 124.98%。 

我国化工钛材需求全面复苏，航空航天钛材需求快速增长。全球商业航空的消费比例达到 46%，军用钛材比例为

9%，整个航空领域消耗钛材比例超 50%。但是我国钛制品需求大部分来自化工领域，技术含量相对不高，航空航天领

域高端需求占 10%左右。化工领域主要集中在“两碱”， 2017 年，“两碱”行业景气度显著提升，盈利能力明显好转，

带动化工钛材的需求。2017 年我国化工钛材需求量 23948 吨，同比增长 29.08%。另外，近几年我国航空航天钛材需求

量保持高速增长，根据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数据，2015-2017 年航空航天钛材消费量分别为 6862 吨、8519 吨、8986

吨，分别同比增长 41%、24%、5%。这与我国航空航天高速发展密切相关，运-20 量产，太行发动机稳定量产。随着我

国航空航天钛材消费量高速增长，未来有望超过化工领域钛材消费量。 

我国国产大飞机和军机升级换代将带来航空钛材长期需求。大飞机运 20、 AG600、 C919 逐渐量产。另外，我国

仍有三成比例作战飞机是三代作战飞机，二代作战飞机已经不适合现代战争，随着我国第三代作战飞机日趋成熟，新

型战机歼-16，歼-10c 以及五代隐身战斗机歼-20 的相继服役，未来二代作战飞机将逐渐退役。由于钛合金用于制造飞

机发动机和机体能够有效地提高发动机推重比和机体机构效率，三代作战飞机上所用钛合金材料的比例正在不断上升。 

投资建议。公司是我国最大的钛及钛合金生产科研基地，国内高端钛材的寡头之一。随着国内大飞机和军用飞机

陆续进入量产进程，这将激活国内高端航空钛材长期需求。我们预计公司 2019 年、2020 年每股收益分别为 0.51 元、

0.72 元，目前股价对应 PE 为 45 倍、32 倍，维持公司“谨慎推荐”投资评级。 

风险提示：高端钛材需求低于预期，海绵钛价格低迷。 

 

◆大参林（603233）2018 年年报点评：门店扩张延续、毛利率提升，业绩符合预期 

投资要点： 

事件：公司公布了 2018 年年报，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88.59 亿元，同比增长 19.38%；实现归母净利润 5.32 亿元，

同比增长 11.93%；实现扣非归母净利 5.09 亿元，同比增长 7.59%，业绩符合预期。 

点评： 



中药和非药品收入快速增长，广西、河南业务发展迅速。公司 2018 年收入实现快速增长，主要原因是零售业老

店同比增长及新开、收购门店的贡献。2018 年，公司新增自建门店 701 家，收购门店 266 家，关闭门店 72 家，全年

新增门店共 967 家，截止年底公司共有直营连锁门店 3880 家。分品类来看，中西成药、参茸滋补、中药饮片和非药品

收入增速分别是 16.7%、16.92%、22.97%和 27.54%。分区域来看，公司业务在华东和华中市场增速较快，增速分别是

75.59%和 36.98%，主要是通过门店并购、区域品牌不断提升带来的门店销售增长。其中，广西新增门店 243 家，收入

同比增长 37.41%；河南新增门店 137 家，收入同比增长 36.98%。 

毛利率有所提升，销售费用拖累利润增速。2018 年，公司的综合毛利率为 41.65%，同比上升了 1.39个百分点，

四大产品品类毛利率均有所提高，主要原因包括：（1）公司加强与部分品牌厂家深度合作，销售规模不断提升；（2）

调整大健康品类结构，使整体毛利率增加。期间费用方面，销售费用率同比上升 2.16 个百分点，推动期间费用率同比

增加 2.19 个百分点。公司归母净利增速快于扣非净利增速的原因主要是投资收益、其他收益带动非经常性损益同比增

长约 13.73 倍。单季度来看，公司 2019Q4 收入同比快速增长 20.67%，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8.67%，销售费用率的上升

拖累利润端增速。  

处方外流有望加速，公司积极布局。随着国家带量采购政策的推进，未中标的药企将更加注重开拓零售药房的销

售渠道，有望加速处方外流，给零售药房带来业绩增量。虽然带量采购品种对于零售药房来说毛利率较低，但能为零

售药房带来引流作用，有望带动其他较高毛利品种的销售。2018 年，公司筹建完成了 30 多家 DTP 专业药房，并且建

立了一套完整的 DTP 专业药房管理体系。在慢病管理方面，公司建立了慢病管理专项团队，实施顾客档案管理，打造

专业慢病服务门店。公司积极参与推动重点城市的处方共享平台建设，目前已经在广西、广东、河南完成了多家处方

共享平台的接入，为企业发展带来增量。 

给予谨慎推荐评级。公司不断布局全国市场，业绩有望保持良好增长势头，预计公司 2019、2020 年的 EPS 为 1.59

元和 1.89 元，对应 PE 分别为 29 倍和 24 倍，给予谨慎推荐评级。 

风险提示。门店业绩增长、新建门店进度、处方外流等不及预期。 

 

◆高德红外（002414）2019 年 1 季报点评：净利润同比增长 2.62 倍，看好公司军民融合 

投资要点： 

净利润同比增长 2.62 倍。2019 年 1 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77 亿元，同比增长 19.3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597 万元，同比增长 2.62 倍。公司预计 2019 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3 亿元-1.64 亿元，

同比增长 20-60%。 

高研发投入比，看好公司可持续的创新能力。公司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2018 年研发投入分别为 1.68 亿

元、2.23 亿元、2.48 亿元、2.68 亿元，占营业收入比例分别为 26.55%、27.51%、24.39%、24.72%。2019 年 1 季度公

司研发费用 5534 万元，同比增长 39.68%。公司持续大规模研发投入，为公司未来产品创新，业绩增长提供了坚实的

支撑。 

红外热成像仪及综合光电系统：全产业链战略布局优势，核心器件自主化。公司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

红外芯”，打造出了高性能非制冷探测器、制冷碲镉汞及“Ⅱ类超晶格”探测器三条红外焦平面探测器批产线，打破

了西方多年的封锁，具备中波、中短波、中长波双色等多种型号探测器的研制生产能力，并成功攻克晶圆级封装技术。

公司核心器件技术水平已与西方国家第一梯队持平，已成功实现核心器件全面国有化，为后续大批量、低成本制造核

心器件奠定了基础。 

公司积极拓展红外技术民用领域应用。民用市场应用领域涵盖个人视觉、工业检测、检验检疫、智慧家居、消费

电子、警用执法、交通夜视、环保等。公司先后设立了智感科技、轩辕智驾、安信科技等子公司拓展民用领域，虽然

目前这些子公司都处于亏损，对目前公司业绩有一定的拖累，但是民用市场空间非常广阔，为公司未来业绩增长奠定

基础。2017 年，公司宣布开放现有的技术平台，构造红外生态圈。在智慧家居领域，公司与美的集团成立“热红外传

感器联合实验室”。 

受益军民融合，维持公司“谨慎推荐”投资评级。公司成功打造以红外技术为核心的武器装备系统完整产业布局，

公司已形成一条从上游红外核心器件到红外热成像、激光、火控、制导等武器分系统，再到最终完整的导弹武器系统

总体的红外武器装备系统全产业链。随着军改各项措施的落地，公司既有军品型号科研生产任务有望全面恢复，2018

年 12 月，公司获得 3.95 亿元军品订单；2019 年 4月，公司获得 1.31 亿元军品订单。我们预计公司 2019 年、2020 年



EPS 分别为 0.34 元、0.43 元，目前的股价对应的 PE 分别为 79 倍、63 倍。 

风险提示：产品需求低于预期，政策风险。  



 

  

东莞证券宏观策略研究团队： 

 

符传岿 

SAC 执业证书编号：S0340512110001 

电话：0769-22119463 

邮箱：fck@dgzq.com.cn 

 

杨博光 

SAC 执业证书编号：S0340517110001 

电话：0769-22227940 

邮箱：ybg@dgzq.com.cn 

 

钟尚均 
SAC 执业证书编号：S0340519040001 

电话：0769-22118627 

邮箱：zhongshangjun@dgzq.com.cn 

 

研究助理：陈曦阳 

SAC 执业证书编号：S0340118120002 

电话：0769-23320059 

邮箱：chenxiyang@dgzq.com.cn 

 

 

费小平 
SAC 执业证书编号：S0340518010002 

电话：0769-22111089 

邮箱：fxp@dgzq.com.cn 

 

岳佳杰 

SAC 执业证书编号：S0340518110001 

电话：0769-22118627 

邮箱：yuejiajie@dgzq.com.cn 

 

研究助理：陈宏 

SAC 执业证书编号：S0340118070048 

电话：0769-22118627 

邮箱：chenhong@dgzq.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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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证券投资评级体系： 

公司投资评级 

推荐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股价表现强于市场指数 15%以上 

谨慎推荐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股价表现强于市场指数 5%-15%之间 

中性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股价表现介于市场指数±5%之间 

回避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股价表现弱于市场指数 5%以上 

行业投资评级 

推荐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强于市场指数 10%以上 

谨慎推荐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强于市场指数 5%-10%之间 

中性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介于市场指数±5%之间 

回避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弱于市场指数 5%以上 

风险等级评级 

低风险 宏观经济及政策、财经资讯、国债等方面的研究报告 

中低风险 债券、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基金等方面的研究报告 

中风险 可转债、股票、股票型基金等方面的研究报告 

中高风险 新三板股票、权证、退市整理期股票、港股通股票等方面的研究报告 

高风险 期货、期权等衍生品方面的研究报告 

     本评级体系“市场指数”参照标的为沪深 300 指数。 

分析师承诺： 

本人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或相当的专业胜任能力，以勤勉的职业态度，独立、客观地在

所知情的范围内出具本报告。本报告清晰准确地反映了本人的研究观点，不受本公司相关业务部门、证券发行人、上市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等利益相关者的干涉和影响。本人保证与本报告所指的证券或投资标的无任何利害关系，没有

利用发布本报告为自身及其利益相关者谋取不当利益，或者在发布证券研究报告前泄露证券研究报告的内容和观点。 

声明： 

东莞证券为全国性综合类证券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 

本报告仅供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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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所载资料及观点均为合规合法来源且被本公司认为可靠，但本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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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随时更改。本报告所指的证券或投资标的的价格、价

值及投资收入可跌可升。本公司可发出其它与本报告所载资料不一致及有不同结论的报告，亦可因使用不同假设和标准、采

用不同观点和分析方法而与本公司其他业务部门或单位所给出的意见不同或者相反。在任何情况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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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投资者需自主作出投资决策并自行承担投资风险，

据此报告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与本公司和作者无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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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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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其所属关

联机构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可能会持有本报告中提及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头寸并进行交易，还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或争取提供

投资银行、经纪、资产管理等服务。本报告版权归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内容提供方所有，未经本公司事先书面许可，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刊登。如引用、刊发，需注明本报告的机构来源、作者和发布日期，并提示使用本报告

的风险，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未经授权刊载或者转发本证券研究报告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东莞证券研究所 

广东省东莞市可园南路 1 号金源中心 24 楼 

邮政编码：523000 

电话：（0769）22119430 

传真:（0769）22119430 

网址：www.dgzq.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