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研究报告仅通过邮件提供给 国投瑞银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res@ubssdic.com) 使用。1

 
 

请务必仔细阅读正文之后的各项信息披露与声明 

 
指数 

名称 
收盘 涨跌（％） 
（点） 1 日 5 日 1 月 

上证指数 3201
.61 

0.09 -1.8
8 

3.14 

深证综指 1747

.88 
1.10 -1.4

0 
2.76 

     

     

     

     

     

风格指数 
昨日表现
（％） 

1 个月表现
（％） 

6 个月表
现（％） 

大盘指数 0.20 8.42 25.92 
小盘指数 1.01 2.56 39.14 

中盘指数 1.09 2.93 33.76 

    

行业涨幅 
前 5 名 

昨日涨 
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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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个月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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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综合 9.72 16.55 16.55 
其他休闲服

务 
4.32   

饲料 3.71 81.08 81.08 

光学光电子 3.69 0.17 0.17 

半导体 2.77 9.80 9.80 

行业跌幅 
前 5 名 

昨日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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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开发 -4.21 17.31 17.31 

渔业 -2.03 -33.81 -33.81 

餐饮 -1.76 -28.98 -28.98 

采掘服务 -1.59 -33.65 -33.65 

港口 -1.46 6.22 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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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重点推荐 

 贵州茅台（600519）19Q1 点评：报表高增喜迎“开门红”，营销破局

助力长远发展 

 事件：公司发布 2019 年一季报，19Q1 实现营业总收入 216.44 亿，同
比增长 23.92%，归母净利润 112.21 亿，同比增长 31.91%。公司在业
绩预告中预告 19Q1 营业总收入同比增长 20%左右，归母净利润同比增
长 30%左右，公司业绩符合预期。 

 投资评级与估值：维持盈利预测，预测 2019-2021 年 EPS 分别为 34.49
元、42.1 元、47.86 元，同比增长 23%、22%、14%，当前股价对应的
PE 分别为 28x、23x、20x，维持买入评级。公司一季度顺利实现“开
门红”，且增速高于此前指引，为全年 14%的收入目标奠定基础，报表
数据靓丽，预收款的环比略降主要与经销商整体配额减少有关，是公司
主动变革渠道、优化结构的结果，是供给端的主动调整而非需求端的被
动变化，茅台酒的供需格局和价格表现依然强势。我们目前看好茅台的
理由是：1、2019 年为茅台渠道的破局之年，预计公司未来在总量保持
适度增长的前提下，渠道和产品结构将不断优化，最终实现经销和直营
并举的局面；2、展望 2020 年，由于批价已高出厂价 80%以上，从而
再度具备了提出厂价的客观条件；3、估值角度，随着 A 股国际化的持
续推进，茅台估值将对标海外龙头，中枢不断抬升；4、茅台目前牢牢占
据千元以上价格带，强大的品牌力和丰厚的渠道利润构筑了牢固的护城
河，茅台是行业确定性最强的龙头。 

 19Q1 茅台酒收入同比增长 24%，直营占比环比提升。吨价提升毛利率
达到近年高点，销售净利率同比提升 2.77pct。预收款环比下降 21.92
亿，现金流增速慢于收入增速。加速落地直营渠道，营销变革助力增长。 

 (联系人：吕昌/周缘) 

 平煤股份（601666）深度报告：受益于国企改革的低估值中南区域焦煤

龙头标的 

 公司是中南地区最大的炼焦煤生产基地。调整产品结构大幅提高精煤产
出率，促公司盈利能力提升。受益国企改革，集团煤焦资产上市可期。
公司回购股份，看好长期价值 

 投资建议：在焦煤价格保持高位的条件下，预计 2019 年-2021 年公司
EPS 分别为 0.62 元、0.66 元和 0.61 元；对应 PE 分别为 7.5 倍、7 倍和
7.6 倍，而 A 股其他主要焦煤标的均估值 PE 均为 10 倍，公司 PE 估值
折价幅度 40%左右，另外焦煤公司平均 PB 为 1.1 倍，而公司为 0.8 倍，
折价幅度 38%，公司价值被严重低估，具备投资价值，首次覆盖，给予
公司“买入”评级。 

 (联系人：孟祥文/刘晓宁/施佳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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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重点推荐报告 

贵州茅台（600519）19Q1 点评：报表高增喜迎“开门红”，营销破局助力长远发展 

平煤股份（601666）深度报告：受益于国企改革的低估值中南区域焦煤龙头标的 

 

今日推荐报告 
 

宋城演艺（300144）一季报点评：新景区逐步贡献业绩增量，演艺集群助力景区扩容 

广州酒家（603043.SH）年报及一季报点评：2018 年量价齐升促增长，看好市外拓张成长路径 

洁美科技（002859）点评：Q1 业绩底部确认，需求端恢复在即 

宁德时代（300750）年报点评：业绩增速符合预期，现金流彰显产业链霸主地位 

璞泰来（603659）一季报点评：业绩增速符合预期，毛利率有望企稳回升 

劲嘉股份（002191）点评：2019Q1 开门红，彩盒翻倍增长超预期 

天顺风能（002531）年报点评——风塔产能扩张巩固龙头地位，风电复苏盈利能力有望提升 

大秦铁路（601006）点评：大秦线运量高位维稳，未来关注子公司贡献利润增量 

三友化工（600409）年报及一季报点评——业绩符合预期，行业底部凸显成本优势，看好纯碱、

粘胶景气上行 

国际医学(000516)2018 年年报&2019 年一季报点评：高新医院持续高增长，新医院项目进入

竣工冲刺阶段 

宝钢股份（600019）—— 2018 年报及 2019 一季报点评：18 全年稳增长，19Q1 业绩下滑 

2019Q1 公募基金化工重仓股分析：2019Q1 基金化工股持仓环比上升，周期白马关注度提高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EDU:US)点评：利润率如期扩张 

中国联通（00762.HK）点评：成本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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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华创（002371）：18Q4 微电子收入大增，国产化设备迎春天 

顺鑫农业（000860）终端调查系列二：牛二价格稳中有升 货龄变化整体稳定仍明显优于竞品 

齐心集团（002301）19Q1 点评：大办公领航及 SaaS 优化，收入业绩双高增长 

九牧王(601566)点评：三大平台构建完毕，19 年门店数量有望扩张 

苏泊尔（002032）2019 年一季报点评：收入利润略低于预期，下半年出口订单转移空间大 

浙江美大（002677）2019 年一季报点评：收入业绩超预期，上调评级至买入！ 

海格通信（002465.SZ）2019 年一季报点评：军工及网络运维订单大增，降费增效显著增厚利

润 

安奈儿(002875)点评：一季报增速超预期，看好公司新一轮成长启动 

七匹狼(002029)点评：一季度增速平淡，现金流质量健康，安全边际充分 

洽洽食品（002557）2019 年一季报点评：春节错位致收入增速放缓，盈利能力如期改善 

光华科技（002741）年报点评：费用率、折旧增加等因素导致 Q4 大幅下滑，长期看好电池回

收发展前景 

老板电器（002508）2018 年报暨 19 年一季报点评：一季度收入增速环比改善，基本面即将

迎来拐点 

 

今日上市宏观预期调整汇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错误!未定义书签。 

今日重点推荐报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今日推荐报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昨日报告推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4 

http://www.hibor.com.cn/


本研究报告仅通过邮件提供给 国投瑞银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res@ubssdic.com) 使用。4

 

申万宏源晨会纪要 
                                                              申万宏源晨会纪要 

 

 
请务必仔细阅读正文之后的各项信息披露与声明                         第 3 页 共 30 页                        简单金融 成就梦想 

                                                                                   

 

今日重点推荐报告 

贵州茅台（600519）19Q1 点评：报表高增喜迎“开门红”，营销破局助力长远发展 

 事件：公司发布 2019 年一季报，19Q1 实现营业总收入 216.44 亿，同比增长 23.92%，归母净利润 112.21

亿，同比增长 31.91%。公司在业绩预告中预告 19Q1 营业总收入同比增长 20%左右，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30%

左右，公司业绩符合预期。 

 投资评级与估值：维持盈利预测，预测 2019-2021 年 EPS 分别为 34.49 元、42.1 元、47.86 元，同比增长 23%、

22%、14%，当前股价对应的 PE 分别为 28x、23x、20x，维持买入评级。公司一季度顺利实现“开门红”，

且增速高于此前指引，为全年 14%的收入目标奠定基础，报表数据靓丽，预收款的环比略降主要与经销商整体

配额减少有关，是公司主动变革渠道、优化结构的结果，是供给端的主动调整而非需求端的被动变化，茅台酒

的供需格局和价格表现依然强势。我们目前看好茅台的理由是：1、2019 年为茅台渠道的破局之年，预计公司

未来在总量保持适度增长的前提下，渠道和产品结构将不断优化，最终实现经销和直营并举的局面；2、展望

2020 年，由于批价已高出厂价 80%以上，从而再度具备了提出厂价的客观条件；3、估值角度，随着 A 股国

际化的持续推进，茅台估值将对标海外龙头，中枢不断抬升；4、茅台目前牢牢占据千元以上价格带，强大的

品牌力和丰厚的渠道利润构筑了牢固的护城河，茅台是行业确定性最强的龙头。 

 19Q1 茅台酒收入同比增长 24%，直营占比环比提升。19Q1 茅台酒营收 194.98 亿，同比增长 24%，考虑到

结构提升与 18Q1 收入中确认部分 819 元打款产品（19Q1 全部为 969 元打款产品），预计 19Q1 茅台酒吨价

提升约 10%，报表对应销量 8500 吨-9000 吨，同比增长 10%-15%。考虑到 19 年 3 月末提前执行二季度打

款以及预收款释放，我们预计 19Q1 茅台实际发货量同比增幅不大约 8000 吨左右（19Q1 税金及附加同比下

降 4.7%，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剔除预收款变动亦同比略降，侧面印证实际发货量增幅不大）。与 18Q1 相比，

19Q1 减少了经销商整体配额（经销商家数减少约 500 家），减少了直营，但增加了生肖酒，精品茅台（配比

到每家专卖店）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直营店配额（预计 Q1 供应量翻倍），定制纪念型产品继续发货。系列

酒收入 21.32 亿，同比增长 26%。分渠道看，19Q1 直销营收 10.92 亿，同比下降 21.55%，占比 5.05%，同

比下降 2.93 个百分点，环比提升 2.65 个百分点，直销占比同比下降主因批条与电商直营的大幅减少，环比提

升主因 19Q1 直营专卖店放量。报告期末国内经销商 2454 家，酱香系列酒经销商减少 494 家，茅台酒经销商

减少 39 家，2018 年至 2019 年一季度末茅台酒经销商减少了 476 家。 

 吨价提升毛利率达到近年高点，销售净利率同比提升 2.77pct。销售毛利率 92.11%，同比提升 0.8 个百分点，

主要为吨价提升拉动，单季毛利率达到近年来高点，环比 18Q4 亦有提升，说明结构、直营等高附加值产品和

渠道相比 Q4 进一步优化。税率 10.71%，同比下降 3.02 个百分点，税率下降主因消费税确认时点问题，

18Q4+19Q1 税率 13.57%，基本为正常水平。销售费用率 3.88%，同比下降 1.26 个百分点，管理费用率（含

研发费用）6.52%，同比下降 0.03 个百分点，说明茅台的运营和费用使用效率不断提升。 

 预收款环比下降 21.92 亿，现金流增速慢于收入增速。结合渠道反馈，19 年一季度末提前执行二季度打款，

预收款 113.85 亿，环比下降 21.92 亿，18 年一季度末执行 4 月打款，预收款环比下降 12.57 亿。19Q1 经营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11.89 亿，同比下降 75.91%，其中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227.58 亿，同比增

长 17.52%，现金流增速慢于收入增速主因预收款下降。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同比大幅下降主因支付的

税费与存放央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大幅增加。 

 加速落地直营渠道，营销变革助力增长。2019 年被定义为公司营销体系的破局之年，预计被取消的配额以及

此前的批条等额度将可由公司自主安排，从而理顺和完善渠道体系，主要投向直营渠道，包括团购客户、自营

店、大型商超、知名电商、重点城市机场和高铁站。上周茅台销售公司已发布了招标信息，招标商超和卖场服

务商，合计 600 吨普飞供应量。结合渠道跟踪，部分地区直营店已大比例增加投放量。另据媒体报道，茅台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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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吸纳上市公司、世界 500 强企业、中国 500 强企业、民营 500 强企业、影响力较大的国家级商会、以及

其他重点团购单位作为团购客户。目前批价约 1900 元，供应紧张，精品、生肖等高附加值产品价格近期有所

回升。预计 Q2 随着直营的逐步落地，批价会有所回落，但由于前期大量需求未得到满足，因此批价调整空间

有限，且适度回落更有利于保证开瓶率。中长期看，直营渠道的落地有利于茅台的终端掌控力、利润分配格局

和消费者购买的便利性，真正利好公司长远发展。  

 股价表现的催化剂：出厂价调整 

 核心假设风险：经济下行影响高端酒整体需求 

(联系人：吕昌/周缘) 

 

平煤股份（601666）深度报告：受益于国企改革的低估值中南区域焦煤龙头标的 

投资要点： 

 公司是中南地区最大的炼焦煤生产基地。公司主要为低灰、低硫、低磷、粘结性较强的焦煤资源。本部共拥有

14 处煤矿和 1 处待划定矿区范围的牛庄井田，目前本部矿井共计核定生产能力 3092 万吨，权益产能 2971 万

吨。公司是中南地区最大的煤炭生产企业，地处河南南部，并邻近中南、华东缺煤省份，因河南为内陆交通枢

纽而铁路、公路运输十分便利。且公司产品涵盖几乎炼焦所需全部煤种，因此公司在华东、华中地区市场同业

竞争压力较小，垄断优势地位较为明显。 

 调整产品结构大幅提高精煤产出率，促公司盈利能力提升。近年炼焦煤需求旺盛，公司根据市场情况，积极调

整公司产品结构，适应市场需求。通过适当提高精煤灰份（降低质量标准）以及混洗来增加公司焦煤精煤产出

率，近三年公司精煤洗出率由 2015 年的 20%提升至 30%左右，接近于行业主流公司水平，公司盈利能力得到

有效提升。公司 2017 年公司吨煤利润已超过 2011 年水平，达到约 190 元/吨，2018 年进一步上升，超过 200

元/吨，焦煤的稀缺性使得价格保持高位盘整，预计公司可实现盈利持续改善。 

 受益国企改革，集团煤焦资产上市可期。公司战略定位转为集中精力做强主业，深化公司煤焦产业链。2016

年以来公司一方面将与主业煤焦产业无关的新能源项目或转让或停止，另一方面公司持续收购整合集团优质产

业链资产，减少与母公司的关联交易的同时不断深化产业链经营，提高公司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但是由于被

收购企业的净利润占比不高，公司的产业链整合远远不够。随着国企改革的持续推进，一方面集团需履行解决

集团和上市公司同业竞争的承诺，另一方面需要进一步深化发展公司煤焦产业链战略。因此预计集团 715 万吨

/年煤炭产能资产和 1520 万吨/年焦炭产能有望注入上市公司。 

 公司回购股份，看好长期价值：公司于 2019 年 4 月发布公告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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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购股份剩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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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建议：在焦煤价格保持高位的条件下，预计 2019 年-2021 年公司 EPS 分别为 0.62 元、0.66 元和 0.61 元；

对应 PE 分别为 7.5 倍、7 倍和 7.6 倍，而 A 股其他主要焦煤标的均估值 PE 均为 10 倍，公司 PE 估值折价幅度

40%左右，另外焦煤公司平均 PB 为 1.1 倍，而公司为 0.8 倍，折价幅度 38%，公司价值被严重低估，具备投

资价值，首次覆盖，给予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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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宁/施佳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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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推荐报告 

宋城演艺（300144）一季报点评：新景区逐步贡献业绩增量，演艺集群助力景区扩容 

 公司公布 2019 年一季报： 2019Q1，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8.25 亿元，同比增长 15.85%；归母净利润 3.70

亿元，同比增长 14.90%（基本符合预期，+12.78%），扣非净利润 3.60 亿元(+22.49%)。报告期内，公司销

售费用率下降 2.59pct 至 7.7%，去除研发费用后，同口径下管理费用率提升 0.66pct 至 5.1%；财务费用率提

升 0.11pct 至-0.03%，研发费用率 2.21%。 

 一季报业绩符合预期，核心景区维持高增长。一季度剔除 6 间房后，扣非利润同比增长 35%+。高增速一方面

来自新增轻资产项目的结算收入和新漓江千古情的营收，另一方面原有景区维持高增长（老景区合计营收增速

约在 20-25%，利润 15%左右），净利率下滑主要由于去年 Q4 开始对景区进行改造，使成本增加，但同时促

进客流提升，使核心景区继续维持高增长。漓江千古情去年开业后，19 年将进入营收和利润的爬坡期，预计

19 年贡献利润增量近 4000 万元，张家界项目预计 7 月开业，下半年预计贡献利润 800 万元。 

 演艺集群计划助力景区扩容，关注六间房月底交割进度。公司前期建设的宁乡炭河和明月山项目陆续开业，一

次性服务费收入结算完成后，轻资产项目将进入稳定的管理费抽成期。公司 19 年提出了新的演艺谷和演艺集

群计划，计划在现有和新开景区建设多个标准化剧场，引入新的原创和非原创剧目，实现景区扩容和重游率提

升，并借助演艺集群推出多日游产品。六间房剥离目前仍在稳步推进，后续关注至月底（4 月 30 日）前交割进

度。 

 盈利预测与投资建议：六间房与花椒的重组目前仍在推进当中，核心景区一季度仍保持较高增速，新项目桂林

千古情预计将于 19 年度过培育期开始贡献利润，张家界、西安千古情预计明年开始产生利润增量。考虑到公

司项目进度及核心景区客流增速均高于预期，调整 19-21 年盈利预测，我们预测公司 2019-2021 年的归母净

利润分别为 14.99/17.70/20.41 亿元，EPS 为 1.03/1.22/1.41 元（原 19-21 年 EPS 为 1.00/1.14/1.29 元），

对应 PE 为 22/18/16 倍。公司核心逻辑回归景区复制扩张，主业竞争优势继续扩大，维持“买入”评级。  

(联系人：王越/刘乐文) 

 

广州酒家（603043.SH）年报及一季报点评：2018 年量价齐升促增长，看好市外拓张成长路径 

 公司公布 2018 年年报及 2019 年一季报：2018 年公司实现营收 25.37 亿元，+15.89%；归母净利润 3.82 亿

元，+12.19%，公司此前已披露快报，符合预期。2019Q1 公司实现营收 5.33 亿元，+19.79%，基本符合预

期，归母净利润+17.93%至 4551 万元，低于我们预期（4900 万元），扣非净利润+10.77%。2018 年整体毛

利率提升 1.51pct 至 54.66%，其中月饼营收+15.67%超 10 亿元，毛利率+1.7pct 至 63.22%，速冻营收

+29.86%，毛利率+4.04pct 至 36.92%，其中提价作用显著，2018 年月饼提价 5.22%，速冻+7.78%。2019

年 Q1 毛利率下滑 0.53pct，主要由于猪肉价格上升，一季度春节腊味销售占比更多，拖累毛利率。一季度为

淡季，2018 年利润占比仅 10%，因此利润对全年参考意义不大。 

 剔除掉特殊费用增加问题，2019 一季度经营情况符合预期。此前公司业绩快报后，我们已经表示 2018 年销售

费用增长超 20%，销售费用率提升 0.92pct 至 26%，主要由于公司加大市外的营销推广，预计近几年由于持

续的异地扩张改部分仍会加大投入力度；管理费用+27%，管理费用率提升 0.79pct 至 9%，主要由于公司 2018

年增厚年金及住房公积金，公司各项员工激励充分，充分竞争环境下优势明显。从一季度情况来看，研发费用

较去年增加 424 万至 737 万，去年研发费用从下半年开始增加，因此今年有基数问题，全年预计增速贴近销售

额增速。2019 年股权激励费用要计入 1500 万左右，因此 Q1 新增 300 多万管理费用。综合以上因素公司净

利润增速低于收入端增速，但整体来看经营情况符合预期。 

 线上销售增速超 50%，进一步验证异地拓张逻辑。2018 年利口福工厂净利润+10.23%至 2.68 亿元，营销公

司+50.18%至 0.34 亿元，预计经销增速高于直销，电子商务公司净利润增速超 100%至 0.28 亿元，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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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线上销售超 3 亿元，占比+2.66pct 至 12.22%，线上多为省外销售，因为广东省外销售增速超 50%，线

上增速侧面反映了公司产品的向外拓张能力，且在增长过程中毛利率未出现明显下滑（-0.55pct 至 59.44%）。

而子公司类餐饮店利润多有下滑，经济承压明显。 

 盈利预测与投资建议：公司正加快湘潭一期馅料产能建设，我们预计可能会存在部分馅料产能可以为今年中秋

做出贡献。此外，2019 年食品产能增加主要来自于三号工厂（18 年建设）逐步达产及代加工部分增长。公司

核心逻辑未改，募投资金投入两新工厂后今明年逐步投产，后续稳增趋势不变。考虑新工厂投产问题，维持 19

年，下调 20 年，新增 21 年净利润预测至 4.60/6.05/7.89 亿元（原 2019/2020 年为 4.60/6.35 亿元），对应

2019-2021 年 PE 分别为 26/20/15 倍，维持“买入”评级。  

(联系人：于佳琪/刘乐文) 

 

洁美科技（002859）点评：Q1业绩底部确认，需求端恢复在即 

 公司发布 2019 年一季报：Q1 实现营业收入 1.90 亿元，同比下滑 26.9%；实现归母净利润 1768 万元，同比

下滑 39.9%，低于市场预期。报告期内，下游被动元件行业景气度仍处于缓慢恢复中、去库存周期尚未结束，

公司产能利用率及出货量下降明显，是营收同比下滑的主因。由于产能利用率的下滑，公司 Q1 毛利率比去年

同期下滑 2.6pct 至 32.4%。此外，公司计提股权激励费用约 750 万元，对净利润造成一定影响。 

 公司 Q1 现金流显著优化。报告期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达 3.62 亿元，同比增长 66.5%，为营

收的 1.9 倍；经营性净现金流同比增长 682%，至 1.54 亿元。与此同时，公司应收款比期初下降 1.64 亿元。

显示出公司在行业景气度低点，仍然保持对下游客户优异的回款能力，在产业链中拥有较高话语权。 

 需求端恢复在即，Q1 为全年业绩底。据我们判断，下游去库存即将进入尾声，伴随旺季的到来，被动元件厂

稼动率逐步回升，对纸带的采购需求有望在 5、6 月份回归正常。目前公司产销量已在恢复之中，主要客户订

单明显好转；与此同时高价原材料库存逐步消耗完毕、成本端压力下降，我们预计今年业绩将逐季提升。中长

期看，华为逐步将供应商转向国内；5G、新能源车等新兴领域对被动元件需求旺盛，以日系厂商村田、太阳诱

电等为代表的原厂积极扩产，行业普遍对 2020 年后的需求乐观，这是公司长期增长的动力。 

 公司定位于“电子元器件耗材集成供应商”角色，正在为后续放量打下坚实基础。1）纸带方面，分切、打孔、

压孔纸带的销售额比例已优化为 18%、70%、12%，高附加值产品比例明显提升；18 年内通过两次涨价，向

下游转移了成本压力；同时，第二条年产 2.5 万吨原纸产线争取今年 Q3 完成，将大幅提高供货能力。2）塑料

载带方面，将目标客户定位为半导体行业，锁定高端；黑色造粒产线完成，正在逐步切换到自产原材料；新增

五条生产线从 18 年 9 月份已经投产使用。3）离型膜（转移胶带）方面，第一、二条线正常生产，第三条线在

生产测试各种离型膜类新产品，第四、五条线完成安装，进入调试及试生产阶段；公司后续将采购更高端的产

线，并考虑自产原膜，拓展 MLCC 之外的其他未国产化的高端转移胶带类产品。 

 盈利预测：公司今年勤修内功，在产能储备、技术迭代、新产品导入等方面为之后的高增长打下坚实基础。考

虑到公司新产品的放量节奏，我们维持 19 年净利润预测 3.22 亿元，小幅下调 20-21 年净利润至 4.97/6.94 亿

元（原预测值为 5.15/7.12 亿元），对应 PE 为 28/18/13 倍，维持“买入”评级。 

(联系人：马晓天/施鑫展) 

 

宁德时代（300750）年报点评：业绩增速符合预期，现金流彰显产业链霸主地位 

 事件：公司发布 2018 年年报，2018 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296.11 亿元，同比增长 48.08%（调整后）；实现

归母净利润 33.87 亿元，同比减少 12.66%（调整后）；实现扣非归母净利润 31.28 亿元，同比增长 31.68%。

业绩增速符合申万宏源预期。公司拟每 10 股派发现金 1.42 元（含税），分红金额占 2018 年归母净利润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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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力、储能、锂电材料业务高速增长，研发持续高投入。2018 年公司销售动力电池系统 21.31GWh，同比增

长 79.83%，装机量在国内市场份额达 41.28%，同比提升 12.2 个百分点；在全球市场份额达 21.9%，蝉联全

球第一。受益于动力电池销量大幅增长，公司动力电池业务实现营收 245.15 亿元，同比增长 47.18%；公司储

能和锂电池材料业务分别实现营收 1.89 亿元和 10.46 亿元，同比增长 1051.89%、56.27%。在新能源汽车补

贴大幅退坡的背景下，2018 年公司凭借规模效应、成本优势及产业链议价能力，实现综合毛利率 32.79%，同

比仅减少 3.5 个百分点；同时公司加强费用管控，2018 年公司管理费用率为 15.81%，同比减少 3.17 个百分

点，但其中研发费用仍保持 22.01%的稳步增长。 

 现金流彰显产业链霸主地位， 2019 年调减生产设备折旧年限。现金流方面，2018 年公司营收同比增长 96

亿元，应收账款和票据仅增长 36 亿元，回款情况良好；公司应付账款和票据同比增长 51 亿元、预收账款同比

增长 48 亿元，彰显产业链议价能力。2019 年起公司拟对部分动力电池生产设备的折旧年限由 5 年变更为 4 年，

预计减少公司归母净利润不超过 6.41 亿元，我们将相应调减业绩。2018 年底公司在手货币资金同比大幅增长

136.5 亿元，利息收入对盈利带来正向贡献。近期公司披露普莱德业绩未达承诺，公司或需补偿 6.08 亿元，但

公司公告不认可东方精工的披露数据，该事项尚无定论，暂不纳入盈利预测考虑。 

 动力电池产能加速扩张，受益全球电动化提速。公司加速推进新建产能，其中产能 24GWh 的湖西锂离子动力

电池项目预计 2021 年完全达产，近期再度披露 46.24 亿元扩产计划；江苏时代项目（总产能 10GW）、溧阳

动力电池项目（总产能 36GW）逐步释放产能，江苏三期有序规划。子公司宁德邦普拟投资不超过 91.3 亿元

建设镍钴锰酸锂产能 10 万吨（含前驱体 10 万吨）项目。海外方面，公司的动力电池在宝马、大众、日产、丰

田等多款车型中已有配套，并与戴姆勒、捷豹路虎、本田、通用等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公司拟投资 2.4 亿欧元

在德建世界最大电池厂，产能达到 100GW，全面开启全球化征程。 

 下调盈利预测，维持“增持”评级：综合设备加速折旧与现金流造成大额利息收入的影响，我们下调 2019、

2020 年盈利预测，新增 2021 年盈利预测，预计 2019-2021 年公司净利润达到 44.65、50.59、57.31 亿元（下

调前 2019、2020 年净利润为 47.8、52.4 亿元），对应 EPS 分别为 2.03、2.30 和 2.61 元/股（下调前 2019、

2020 年分别为 2.18、2.39 元/股），当前股价对应 PE 为 39 倍、35 倍、31 倍。维持“增持”评级。 

(联系人：韩启明/郑嘉伟/张雷) 

 

璞泰来（603659）一季报点评：业绩增速符合预期，毛利率有望企稳回升 

 事件：公司发布 2019 年一季报，2019Q1 公司实现营收 10.29 亿元，同比增长 79.52%，实现归母净利润 1.29

亿元，同比增长 0.51%，业绩增速符合申万宏源预期。 

 负极和隔膜涂覆业务营收快速增长，毛利率有望企稳回升。公司动力负极主要供应宁德时代和 LG 化学等电池

企业巨头，子公司东莞卓高是宁德时代隔膜涂覆唯一供应商。根据动力电池应用分会统计数据，2019Q1 我国

动力电池装机量达 12.31GWh，同比增长 182.6%；其中宁德时代装机量达 5.27GWh，同比增长 139%。行业

出货量高景气带动公司负极材料和涂覆隔膜加工业务规模快速增长，公司一季度营收同比增长 79.52%。

2019Q1 公司综合毛利率为 26.51%，较 2018 年同期下滑 10.05 个百分点。一方面原因是一季度负极材料原

材料针状焦价格同比上涨，且市场快充产品需求增加，公司炭化加工数量和成本增加，另一方面收入结构中低

毛利率的石墨化等业务贡献增加，拉低平均毛利率。往后看消费类产品有望涨价叠加公司内蒙古石墨化产能释

放，毛利率下降趋势料将结束。 

 2019 年产能加速投放，多项业务集中爆发。2019 年公司规划负极产能同比增长 67%，且内蒙古卓资园区 5

万吨石墨化加工项目预计于 2019Q2 投产，提升公司负极材料的石墨化加工配套能力；海外动力电池厂商在华

投资加速，我们预计将为国内带来超百亿元涂布机增量市场，深圳新嘉拓在涂布机领域技术和销量常年保持领

先，有望分享海外动力电池厂带来的高端设备市场份额；隔膜涂覆方面公司深度绑定 CATL，预计将跟随 CATL

快速上量，享有更高的市场份额，公司各项业务均处于爆发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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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发行可转债夯实项目资金，公司对负极、隔膜涂覆长期增长预期强劲。近期公司公告拟公开发行不超过 8.7

亿元的可转债，其中 4.32 亿元拟投入高安全性锂离子电池用功能涂层隔膜生产基地建设，2.33 亿元拟用于年

产 3 万吨高性能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项目，剩余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公司规划未来三年，在现有产能规模

的基础上，建设形成以消费电子为基础，面向新能源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的规模化材料和设备产业，形成具有

超过 10 万吨负极材料及其配套石墨化加工，15 亿平方米涂覆隔膜和 500 台涂布机等锂电设备的产品规模。公

司对未来三年两项业务的增长预期强劲，产能加速扩张有望持续为公司贡献可观收益。 

 维持盈利预测，维持“买入”评级：我们维持盈利预测，预计公司 2019-2021 年归母净利润为 7.42、9.54 和

10.67 亿元，对应 EPS 分别为 1.71、2.19、2.45 元/股，目前股价对应 PE 分别为 29、23 和 20 倍，维持“买

入”评级。 

(联系人：韩启明/郑嘉伟/张雷) 

 

劲嘉股份（002191）点评：2019Q1 开门红，彩盒翻倍增长超预期 

公司公告 2019年一季报，继续保持稳健增长，符合我们预期：公司 2019Q1实现收入 10.10亿元，同比增长 24.1%，

归母净利润为 2.59亿元，同比增长 21.8%，扣非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21.3%，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下滑 90.7%。

现金流情况较差主要系：①2018 年末时采购较多原材料集中在一季度付款结算，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同

比增长 82%；②2-3 月销售产品尚未回款（智能包装材料方面的客户回款期也略长一些），应收账款增加 34%。未

来现金流将逐步改善、全年整体与过往趋势一致。预计 2019H1 净利润同比增长 20%-30%。 

 传统烟标：行业去库存背景下，公司通过新品，实现逆势提升份额。2019 年 1-3 月烟酒社零额同比增长 5.9%，

增长势头良好。2018 年烟草清理渠道库存，为 2019 年良性增长奠定基础。行业新品如细支烟、爆珠烟、中支

烟、高端卷烟等 18 年 1-11 月增速分别为 47%、123%、76%和 11%。公司凭借新品中标，全年烟标销量增

长 8%，估算成功跑赢行业增速，实现份额逆势提升（细支烟保持双位数增长，市占率约 20%）。 

 精品彩盒：凭借设计+自动化水平提升，彩盒收入翻倍增长中。19Q1 彩盒营收同比增长 134%，其中精品烟盒、

酒包和 3C 包装分别增长 148%、101%和 135%。公司在原有烟标领域优势基础上，凭借积累的设计、生产管

理优势，大力推进产品转型升级，精品烟及名酒包装领域拓展成效显著。精品烟盒有新老客户如中华（金中支）、

南京（九五之尊）、云烟（大重九）等产品放量。酒包客户中，茅台于 18 年 11 月推出“茅台醇·星座酒”，

由劲嘉一手开发、设计与提供营销等服务；劲酒、五粮液、江小白等客户也逐渐起量，随着茅台和五粮液两大

客户的确定，未来其他新老客户还有望继续放量。此外，目前彩盒业务毛利率约 32%，对比 2018 年 23.5%已

明显提升。未来随着彩盒产能逐渐爬坡，毛利率还有提升空间。公司通过精品烟盒的生产经验，自主研发改造

设备数十台，也申请相应技术专利，预期自动化水平提升将持续为公司构建护城河优势。 

 酒包业务：战略联手茅台与五粮液，酒包未来成长性高度确定。公司于 2019 年 4 月成功牵手五粮液，双方成

立合资公司，兑现了劲嘉借助茅台供应商的标杆效应拓展其他酒包客户的逻辑。我们按五粮液年产成品酒 19.2

万吨估算，五粮液纸包装规模约 10 亿元，若未来五粮液对产品线进行升级、或推出新产品，劲嘉有望提供一

体化设计、包装、营销等服务，由合资公司提供包装生产制造。此前公司在 2017 年成功增资并收购茅台旗下

申仁包装 40.6%股权，茅台酒包仍有 4 倍左右的成长空间。19Q1 年申仁贡献投资收益贡献约 531 万元、仁彩

514 万元。由于申仁工厂尚处于产能更新阶段，茅台增量部分还未能快速体现。 

 新型烟草：行业标准有望落地，推进电子烟产业整合，利好具备较强技术和产品实力的龙头公司。目前我国仅

将加热不燃烧烟弹（含烟草）等产品纳入传统烟草专卖规管范围，而烟油式电子烟的相关法规尚处于空白状态，

导致行业中存在产品不规范等问题。在有关媒体报道后，有望促使相关法律法规加速落地。劲嘉股份与云南中

烟和小米成立合资公司，深化发展新型烟草领域，卡位优势显著。目前两家合资公司已分别研发储备了烟油型

和加热不燃烧型电子烟新产品，未来在国内外渠道方面有望取得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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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三年发展战略规划，净利润增长信心十足，分红政策稳定！公司以强大的设计、自动化水平和智能包装等

优势，牵手两大白酒龙头，树立酒包行业标杆效应！烟草主业新产品开发实力领先，市占率持续提升；新型烟

草领域联手云南中烟&小米，卡位优势显著。公司把握烟草行业结构升级，抓住细支烟等新品类机遇，逆势实

现份额提升；携手茅台+五粮液强势进军酒包领域；新型烟草政策落地，有望将迎来放量机会；纵向延伸包装

产业链，由制造向服务转型，提升价值链，设计能力与新技术凸显竞争优势。公司此前已累计回购并注销 2996.39

万股，占总股本 2.0%；2017 年至今大股东劲嘉创投累积增持 2298 万股，2018 年 3 月公司高管增持 19 万股，

彰显公司未来发展信心。我们维持 2019-2021 年 EPS 为 0.63 元、0.75 元和 0.93 元的盈利预测，同比增长

27%/20%/23%，目前股价（14.56 元）对应 2019-2021 年 PE 分别为 24 倍、20 倍和 16 倍，公司下游业务

稳定且兼具成长性，新型烟草业务提升估值，维持买入！ 

(联系人：周海晨/屠亦婷/周迅/丁智艳) 

 

天顺风能（002531）年报点评——风塔产能扩张巩固龙头地位，风电复苏盈利能力有望提升 

 事件： 

 公司于 2019 年 04 月 25 日发布 2018 年度报告。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38.34 亿元，同比增长 18.39%；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7.02 亿元，同比增长 16.79%；实现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4.70 亿元，同比增长 0.03%。 

 投资要点： 

 业绩低于申万宏源预期，现金流改善明显。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38.34 亿元，同比增长 18.39%；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7.02 亿元，同比增长 16.79%；实现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4.70 亿元，同比增长 0.03%。2018

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 576.93%，主要是由于风电产品销售款回笼情况较好，在手

订单进度款充足，且采购支出控制得当，经营活动现金净流入大幅增长。 

 受益海内外市场需求驱动，公司风塔产能持续扩大。报告期内，公司太仓、包头、珠海的生产中心均完成了技

改扩建，缓解了公司多年来产能供应不足的问题，进一步巩固了公司的行业领先优势。报告期内公司风塔业务

实现营业收入 30.57 亿元，同比增长 11.61%，营业成本 23.96 亿元，同比增长 17.15%，毛利率同比下滑 3.71

个百分点，钢材价格上涨导致毛利率下滑。公司拟在山东菏泽新扩 10 万吨风塔产能，将覆盖山东、河南、江

苏等中东部区域风电装机，进一步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弃风限电改善，风电运营成为新的盈利增长点。2018 年全国风电发电量 3660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0%；平

均利用小时数 2095 小时，同比增长 147 小时；全国弃风率 7%，同比下降 5 个百分点。截至 18 年底，公司

风电场新增并网容量 145MW，累计并网容量达 465MW，实现发电收入 3.60 亿元，同比增长 50.69%，受益

弃风限电改善发电业务毛利率提升 2.51 个百分点至 64.14%。此外报告期内公司 3 个风电场项目获核准，规模

达 120MW。随着风电场运营规模扩张，风力发电有望成为公司新的盈利增长点。 

 下调盈利预测，维持“买入”评级。公司作为风塔制造的领导者，有望继续领跑行业。我们下调盈利预测，预

计 19-20 年实现归母净利润 7.19 亿元、9.44 亿元（下调前分别为 7.79 亿元、9.50 亿元），对应 EPS 分别为

0.40、0.53 元/股。新增 21 年盈利预测，预计公司 21 年实现归母净利润 11.60 亿元，对应 EPS 为 0.65 元/股。

当前股价对应 19-21 年的 PE 分别为 14 倍、11 倍和 9 倍，维持“买入”评级。 

(联系人：刘晓宁/韩启明/郑嘉伟/张雷) 

 

大秦铁路（601006）点评：大秦线运量高位维稳，未来关注子公司贡献利润增量 

 新闻/公告。大秦铁路发布 2018 年年报及 2019 年一季报，2018 年公司收购唐港公司 19.73%股权并取得控制

权财务并表，同时收购太原通信段，财务数据追溯调整，调整后，2018 年实现营收 783.45 亿元，同比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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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5%，归母净利润 145.44 亿元，同比增长 8.99%，基本每股收益 0.98 元，加权平均 ROE 为 14%，2018

年业绩基本符合预期。2019 年一季度，公司实现营收 197.43 亿元，同比增长 6.99%，归母净利润 40.06 亿元，

同比减少 4.06%，基本每股收益 0.27 元，加权平均 ROE 为 3.69%，2019 年一季度业绩基本符合预期。 

 2018 年大秦线运输量价双升。2018 年公司核心资产大秦线运量 4.51 亿吨，同比增长 4.4%，另外 2017 年 3

月下旬公司管内铁路煤炭运价提升 1 分/吨公里，带来 2018Q1 同比提价效应，2018 全年看大秦线量价双升。

此外， 2018 年公司发货量 6.42 亿吨，同比增长 7.7%，承运制清算下带来货运收入的大幅增长，到达量 5.72

亿吨，同比增长 13.41%。货运周转量达 3997 亿吨公里，同比增长 8.23%。 

 2018 年多项政策调整带来收入、成本端口径有所改变： 

 1）承运制清算改革带来收入及货运服务费增加。2018 年 1 月 1 日起，铁总实行“承运制”清算改革，由承运

企业取得全程货物运费进款，同时向到达局及过路局支付路网清算费用，这带来公司收入口径增加及货运服务

费的增加，收入大增的同时货运服务费增加 134 亿元。 

 2）会计政策调整，维修费用及折旧调整。大秦铁路铁轨部分铁路资产开始按 21 年或 13 年计提折旧，同时每

年大修费用资本化，公司预计调整后 2016 年增加成本 10.2 亿，2017 年增加成本 1.5 亿，2018 年减少成本

0.15 亿。2018 年报表追溯，带来表上折旧及大修支出变动。 

 3）收购太原通信段及唐港公司 19.73%股权，财务并表唐港公司贡献利润 4 亿元。公司 2018 年收购唐公司

19.73%股权，同时收购太原通信段业务，财务数据 18 年追溯调整，带来货运发送及到达口径增加，同时唐港

公司 2018 年净利润 20.34 亿元，为公司贡献利润 4.01 亿元。此外，受业务收购影响，公司总职工人数增加

1271 人至 9.92 万人，人工成本受工资上调及人员增加双影响，增加至 170.29 亿元。 

 2019 年一季度受陕北及内蒙矿难影响，大秦线运量同比减少 3.72%。1 月中旬陕北矿难及 2 月份内蒙矿难影

响，大秦线 2 月运量大幅降低 10.5%，日均仅 114 万吨，虽然 3 月份有所恢复，但整个一季度运量 1.10 亿吨，

同比减少 3.72%，带来 19Q1 利润小幅下滑。 

 2019 年大秦线全年运量需关注 7/8 月份运输情况。全年看，公司今年总运量与 2018 年对比，运量超车点有

望出现在 7/8 月份，2018 年 7/8 月份受台风及水害影响日均运量分别 125 万吨、121 万吨，相对近一年日均

运量 130 万吨的峰值具有一定空间，2019 全年运量建议关注 7/8 月份运输情况。 

 公司利润端增量，关注侯禹、太兴、唐港等利润增长。看未来，在大秦线量、价维稳的态势下，人工费用增长

带来成本端承压，但随着大秦线外线路上量，公司持股 92.5%的侯禹公司 2018 年净利润 2.78 亿元，同比增加

2.75 亿元，带来归母利润增量 2.54 亿元，公司持股 74.4%的太兴铁路 2018 年减亏 7.69 亿元，带来归母利润

同比增量 5.72 亿元。同时公司持股 19.73%的唐港公司 2018 年净利润 20.34 亿元，同比增加 8.68 亿元，为

公司贡献 1.71 亿元归母净利润增量。随着线路持续上量，侯禹公司、太兴铁路及唐港公司有望继续为公司贡献

大幅利润增量，释放成本端压力。 

 调整盈利预测，维持“买入”评级。我们根据公司当前的业务状态，重新测算调整 19/20 年盈利预测，并新增

2021 年预测，我们预计 2019-2021 年归母净利润分别 146.76 亿元、149.13 亿元、152.49 亿元（原 19/20

年预测 152.40 亿元、156.09 亿元），对应现股价 PE 分别 8.5 倍、8.3 倍、8.2 倍。低估值高股息，我们维持

“买入”评级。 

 风险提示：大秦线运量不及预期 

(联系人：匡培钦/闫海/游道柱/郭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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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友化工（600409）年报及一季报点评——业绩符合预期，行业底部凸显成本优势，看好纯碱、

粘胶景气上行 

 公司公告：公司发布 2018 年年报，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 201.74 亿元（YoY -0.11%），归母净利润 15.86

亿元（YoY -16.04%），其中 Q4 营业收入 52.34 亿元（YoY -1.07%，QoQ +5.69%），归母净利润 4212

万元（YoY -90.09%，QoQ -88.46%）。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31

元，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4.77 亿元。同时公司发布 2019 年一季报，2019 年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51.81 亿元（YoY 

+9.63%，QoQ -1.01%），归母净利润 1.92 亿元（YoY -56.14%，QoQ +356.12%），业绩符合预期。 

 18 年主营产品产销量稳中有升，整体毛利率有所下滑，资产处置损失拖累业绩。2018 年公司共生产纯碱 339.99

万吨、粘胶短纤 59.96 万吨、烧碱 53.14 万吨、PVC 41.85 万吨、有机硅环体 11.42 万吨，主要产品产销量稳

中有升。纯碱、粘胶短纤、烧碱、PVC 和有机硅环体分别实现收入 52.95、73.30、14.55、24.13、16.37 亿

元，毛利率为 34.04%、9.23%、65.81%、-4.26%和 47.58%，较 2017 年变动-5.74、-6.53、-1.92、-6.04、

+11.35 个百分点。18 年公司纯碱、粘胶、氯碱、有机硅板块对净利润贡献约为 6.5（本部和青海五彩总计）、

0.11、2.5、10.9 亿元。其中 18Q4 受宏观环境影响，粘胶短纤、PVC 和有机硅环体等产品价格有所下滑，Q4

销售毛利率为 21.98%（较 Q3 下滑 5.97 个百分点）。2018 年公司期间费用占收入比重为 14.28%，较 2017

年上升 0.92 个百分点，此外公司四季度因非流动资产处置产生 1.08 亿元损失，对业绩造成一定不利影响。 

 19Q1 行业景气触底，龙头公司成本优势凸显。19Q1 公司纯碱、粘胶短纤、烧碱、PVC、有机硅环体销量分

别为 86.55、18.75、13.92、10.20、1.46 万吨；平均售价为 1620、11535、2511、5659、15624 元/吨，

（YoY +16%、-9%、-5%、+2%、-35%，QoQ -3%、-7%、-10%、-2%、-10%），产品价格均处于底部

区间。受产品价格下行影响，Q1 销售毛利率为 19.84%（环比下滑 2.14 个百分点）。此外，公司 Q1 管理及

研发费用共计 3.61 亿元，环比减少 1.62 亿元；财务费用 0.66 亿元，环比减少 0.41 亿元，期间费用率回落至

12.87%，费用的下降对当期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两碱一化”循环经济优势突出，粘胶短纤行业有望迎长周期拐点。公司在国内首创了“两碱一化”为主、热

力供应和精细化工为辅的循环经济体系，以氯碱为中枢，纯碱、粘胶短纤、有机硅等产品上下游有机串联，达

到增产增效、节能降耗的良好效果。2018 年公司投产了 20 万吨差别化粘胶短纤项目，市场占有率提高的同时，

产品继续走向高端化。我们认为粘胶短纤有望在 2019 年迎来长周期拐点，当前行业名义产能为 488 万吨，本

轮产能投放已经结束，考虑到受到安全环保等政策影响以及行业内老旧装置的逐步退出，2019 年的实际开工

率可能达到 85%以上；同时，棉花的库存消费比不断回落，粘胶短纤将填补棉花市场的缺口。公司兼具规模、

成本和质量优势，作为行业龙头将率先受益于粘胶涨价，我们测算粘胶短纤价格每上涨 1000 元/吨，公司业绩

增厚 6.0 亿元。 

 盈利预测与投资评级：维持公司 2019-2020 年盈利预测、新增 2021 年盈利预测，预计 19-21 年 EPS 分别为

0.77、1.02、1.15 元，对应 PE 为 10X、8X、7X，维持“增持”评级。 

(联系人：李楠竹/宋涛/马昕晔) 

 

国际医学(000516)2018 年年报&2019 年一季报点评：高新医院持续高增长，新医院项目进入竣工

冲刺阶段 

 2018 年全年收入下降 50%，归母净利润增长 1023%；2019 年 Q1 收入下降 81%，归母净利润增长 43%。

受剥离零售资产影响，2018 年全年实现收入 20.4 亿元，下降 50%；归母净利润 21.84 亿元（出售零售资产带

来一次性税后投资收益约 21.94 亿元），增长 1023%；扣非净利润-3435 万元，下降 117%，EPS1.11 元，增

长 1010%，符合预期。公司四季度单季实现收入 2.23 亿元，归母净利润-4754 万元，扣非净利润-7651 万元，

主要由于 Q4 对黄峪寺项目一次性计提减值损失 4405 万元。同时公司公布 19 年一季报，Q1 公司收入 2.2 亿

元，下降 81%；归母净利润 2846 万元，增长 43%；扣非净利润 729 万元，下降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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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新医院 18 年净利润增长 20.7%，19Q1 净利润增长 20%；互联网医院正式上线，实现线上线下融合。公司

体内核心资产西安高新医院 18 年全年门诊量突破 93 万人次，体检总人数突破 6 万人次。同时高新医院持续高

增长，18 年全年实现营收 7.38 亿元，增长 13.7%，净利润 1.05 亿元，增长 20.7%。四季度单季实现营收 2

亿元，增长 5.3%，净利润 2700 万元，增长超过 35%。19 年 Q1 实现净利润 3156 万元，增长 19.8%。同时，

公司与阿里健康共建的互联网医院已于 4 月初正式开通网络诊疗服务，有望在公司医院体系内实现线上线下融

合，以及分级诊疗的完整医疗服务体系。 

 依托西安高新医院（三甲）平台和经验，加速推进医疗健康布局，新医院项目进入竣工冲刺阶段。公司依托高

新医院的医疗平台，在西安和商洛市陆续开启高新医院二期（最大床位数 1000 张）、西安国际医学中心（最

大床位数 5037 张）、商洛国际医学中心（与商洛市政府和商洛二院签订合作协议共建，按三甲标准建设，最

大床位数 1800 张）的建设，上述三家医院项目进入竣工冲刺阶段，预计今年 6 月份有望投入运营。同时，公

司也在如期推进生殖医学中心（预计今年上半年启用）、西安国际康复医学中心一期（最大床位数 3000 张，

预计 20 年投入运营）、以及西安国际医学城等相关项目的建设。依托现有西安高新医院的基础、即将投入运

行的大型医疗平台、市场化的激励制度，外加军改政策加速人才流出，公司积极引入大批专家资源，从而带动

患者流量，我们预计公司未来 2 年新增的医疗服务机构陆续投入运营，整体收入水平将得到大幅提升。 

 剥离零售资产后，18 年毛利率提升 2.21 个百分点，19 年 Q1 毛利率提升 8.7 个百分点。剥离零售资产后，公

司 18 年全年毛利率为 22.1%，提升 2.21 百分点；期间费用率 14.97%，提升 3.63 个百分点，其中销售费用率

1.78%，下降 0.78 个百分点；管理费用率 13.6%，提升 5.14 个百分点；财务费用率-0.42%，同比下降 0.74

个百分点，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明显下降。19Q1 公司毛利率 28.65%，提升 8.7 个百分点；期间费用率 21.69%，

提升 11.1 个百分点，主要由于筹备新医院提前预支了部分专家费用等。 

 19 年新建医院逐步投入运营，未来有望打造西部稀缺民营医疗集团，维持增持评级。公司转型执行力强，出售

零售资产后现金流充足，地处西安市高新区区位优势明显，同时积极引入专家资源，未来将依托现有三甲医院

平台和充足的资金和人才储备，打造西部地区稀缺的优质民营医疗产业集团。根据年报，我们维持 2019-2020

年净利润预测分别为 1.32 亿元、3.46 亿元，首次给出 2021 年净利润预测 5.2 亿元，分别增长-94%、162%、

50%，对应 PE 分别为 99 倍、38 倍、26 倍，维持增持评级。 

(联系人：熊超逸/闫天一) 

 

宝钢股份（600019）—— 2018 年报及 2019 一季报点评：18 全年稳增长，19Q1 业绩下滑 

 2018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047.79亿元，同比增长 5.43%；实现归母净利润 215.65亿元，同比增长 12.49%，

约合基本 EPS 0.97 元，业绩符合我们预期。四季度单季实现营业收入 794.59 亿元，同比增长 20.24%，实

现归母净利润 58.18 亿元，同比减少 22.45%，环比增加 1.39%。公司拟派发现金股利 0.50 元/股（含税）。

2019 年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53.78 亿元，同比下降 3.08%，环比下降 17.72%；实现归母净利润 27.26

亿元，同比下降 45.71%，环比下降 53.15%，约合基本 EPS 0.12 元。 

 2018 年全年稳增长。1）2018 公司全年业绩增长，Q4 期间费用、少数股东损益减少稳利润。2018 年实现商

品坯材销售 4,710 万吨，同比增加 2.01%，实现吨钢毛利、净利 970 和 458 元，同比增加 10.15%和 10.27%。

其中 2018Q4 实现吨钢毛利和吨钢净利分别为 889 和 485 元，分别同比下滑 19.73%和 22.70%，环比分别下

滑 17.54%和增长 0.22%。Q4 期间费用率 6.44%，较 Q3 环比减少 1.63 个百分点，少数股东损益环比减少 2.64

亿元，帮助公司 Q4 吨钢毛利环比下滑的同时吨钢净利保持稳定。2）公司持续开展多制造基地全流程、全价值

链成本削减，全年实现成本削减（环比）38.6 亿元。优化覆盖多基地成本信息系统建设，青山基地实现成本

信息系统二期上线投运，东山基地成本削减系统开发完成并投入使用，成本优势进一步显现。 

 2019Q1 业绩明显下滑。1）行业景气度回调，下游汽车持续低迷，公司毛利下滑。2019Q1 行业盈利能力下

行，结构长强板弱，下游汽车行业低迷，公司盈利回调。公司 2019Q1 完成铁产量 1,122 万吨，钢 1,184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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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坯材销量 1,115 万吨，销量同比增加 2.02%。单季吨钢毛利 596 元，吨钢净利 244 元，分别同比减少 40.9%

和 46.8%。2）总体期间费用率同比稳定。管理费用同比减少 7.2 亿元，主要为辞退福利减少；研发费用同比

增加 3.3 亿元，主要为产线研发费用增加；财务费用同比增加 3.0 亿元，其中汇兑收益同比减少 4.7 亿元，有

息负债规模同比下降至利息支出下降 2.1 亿元。合计四费费率 5.54%，与去年同期持平。3）资产减值减少、

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增加。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减少 5.4 亿元； 生品持仓重估致使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同比上升

2.6 亿元。 

 汽车行业环比改善利好。汽车产销经历持续下滑后，在 2019 年 3 月增速大幅跳升，同比降幅收窄。当前汽车

的消费刺激政策正在逐步出台， 4 月 1 日增值税税率下调正式执行。4 月 4 日，商务部发言人表示，将采取积

极措施，推动我国汽车消费市场健康平稳发展。4 月 17 日，发改委拟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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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中包含促进汽车消费内容。汽车产

销的边际回暖将利好公司汽车板等主要产品。公司主要产品 4-5 月发布价格均有不同程度上调。 

 下调盈利预测，维持“买入”评级。降本增效经营稳步提升，宝武协同效应显现，湛江三号高炉项目提质增量。

考 虑 当 前 行 业 盈 利 整 体 下 滑 ， 我 们 下 调 2019-2020 年 归 母 净 利 润 至 143.37/156.56 亿 元 ， （ 原 为

265.95/279.84 亿元），新增 2021 年归母净利润预测 171.77 亿元，当前股价对应 PE11.7/10.8/9.8 倍。仍看

好公司中长期增长潜力，2018 年分红率 51.63％，维持“买入”评级。 

(联系人：姚洋/郦悦轩) 

 

2019Q1 公募基金化工重仓股分析：2019Q1 基金化工股持仓环比上升，周期白马关注度提高 

 基金化工重仓股配置环比上升。2019Q1 单季度化工配置仓位小幅回升，重仓化工/重仓整体比重 2018Q4、

2019Q1 分别为 2.13%、2.17%。从区域配置上看，全国各区域除华北地区外，2019Q1 环比 2018Q4 均有所

上升。华北地区占比由 2.14%下降至 1.63%；华东地区由 2.82%上升至 3.01%；华南最低，由 1.12%上升至

1.36%。 

 全国及各区域化工重仓股持仓基金数 2019Q1 环比 2018Q4 增加。全国来看，一季度排名前十的持股基金个

数中，只有华鲁恒升、新宙邦、恩捷股份持有基金个数有所下降，分别减少了 19、31、1 个，万华化学，浙江

龙盛，扬农化工持有基金个数涨幅均超过 100%，分别增加 47、35、18 个。万华化学以 92 个持有基金个数

占据榜首，浙江龙盛次之，持有基金个数为 66 个；分区域来看，华东地区持有基金个数增幅前三的为万华化

学、星源材质和浙江龙盛，相比 2018 年四季度分别增加了 18、15、13 个，华南地区持有基金个数增幅前三

的为扬农化工、万华化学、浙江龙盛，分别增长 14、10、9 个，华北地区持有基金个数增幅前三的为万华化学、

浙江龙盛和国瓷材料，相比四季度分别增长 19、13、8 个。周期白马关注度提升，特别是受响水事件影响最大

的染料行业龙头浙江龙盛。 

 周期白马股配置热情提升。从个股来看，2019Q1 万华化学和国瓷材料基金重仓市值占比排在化工重仓股前二，

基金重仓市值分别环比上升 135.14%、33.48%，占比分别为 0.14%、0.07%。中国巨石、新宙邦、当升科技

跌出前十，总体而言，Q1 周期白马配置热情提升；扬农化工排名较四季度上升幅度较大，基金持股市值占比

分别为 0.04%。 

 投资建议：维持行业看好评级。周期方面：安监检查叠加 3 月 PMI 超预期，白马及强周期有望估值修复：煤化

工建议重点关注华鲁恒升，鲁西化工；响水事件持续发酵，建议关注染料及农药一体化龙头浙江龙盛，扬农化

工；磷产业链景气持续向上，关注龙头云天化、兴发集团、新洋丰。房地产后周期关注纯碱、PVC、钛白粉等

好转，纯碱、PVC 建议关注三友化工、中泰化学，钛白粉关注龙蟒佰利。轮胎盈利好转，建议关注玲珑轮胎、

赛轮轮胎；精细化工品甜味剂关注龙头金禾实业；同时关注聚氨酯一体化产业链龙头万华化学；PTA-聚酯产业

链利润有望重新分配，推荐产业链一体化龙头恒逸石化；氟化工下游需求有望复苏，重点关注巨化股份；长期

看钾肥价格有望持续维持高位，关注盐湖双龙头盐湖股份、藏格控股。成长方面：OLED 可折叠应用元年，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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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显示材料迎变革机遇，有机发光材料重点推荐：飞凯材料、万润股份，关注濮阳惠成、强力新材；薄膜封装

材料重点推荐：雅克科技、鼎龙股份（PI 浆料），关注时代新材（PI 膜）；锂电材料建议关注细分龙头恩捷股

份、新纶科技、光华科技、新宙邦、道明光学；其他新材料建议关注国瓷材料、光威复材。 

(联系人：马昕晔/宋涛)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EDU:US)点评：利润率如期扩张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 19 财年第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7.967 亿美元（同比增长 28.9%），实现归母净利润 9740

万美元（同比增长 42.5%），摊薄每股净利润 0.61 美元（同比增长 42.6%），符合我们先前的预期。考虑到

利用率提升，我们对盈利预测进行适当上调。19 财年摊薄每股盈利预测从 2.18 美元上调至 2.20 美元（同比增

长 16.5%），20 财年每股盈利预测从 2.72 美元上调至 2.89,美元（同比增长 32%），21 财年每股盈利预测从

3.23 美元上调至 3.52 美元（同比增长 21.8%）。我们将目标价由原先的 66.24 美元上调至 84.45 美元，对应

8.8%的下降空间，维持中性评级。 

 盈利修复。盈利提升受益于教学中心利用率的提升。营业利润率（non-GAAP）同比增长 14.3%，上升 120bps。

迅速攀升的招生数量使得教学中心利用率提升，因而产生了经营杠杆。与此同时，公司控制了教学中心的开设

速度（教学面积年初以来已增长 14.3%），也促进了利用率提升。利用率在第三季度同比上升 200bps。 

 招生攀升。19 财年第三季度招生数量达到 157 万，同比增长 82.3%。我们认为迅速上升的招生数量归功于公

司向市场提供的优异的产品和服务。更重要的是，趋紧的国家政策使得不达标的培训机构退出了市场，使得诸

如新东方之类的龙头公司得以整合市场。3 季度泡泡少儿招生数量同比上升 45%，优能招生同比上升 40%。 

 Q4 展望。管理层预期 19 财年第四季度收入同比上增长 17~20%（或人民币计价下增长 23~26%）。增长减

缓主要归咎于原本安排在 4 季度的一周的课时延后一周到 20 财年 1 季度（从三月调整至六月, 以适应教师资

格证笔试）对增速造成 3 个百分点的负面影响。另外海外留学咨询的会计处理变化也导致了 4 季度收入确认减

少，减缓收入增速 3 个百分点。加总这些一次性影响，19 财年第四季度收入将同比增长约 30%。 

 业务扩张。公司将通过新设更多的教学中心来继续扩张课后辅导业务，（19 财年三季度新开 36 家；同比增长

16%，或就教学面积而言同比增长 27%）。管理层预计在 19 财年将教学中心的面积同比扩大 20~25% 以应

对迅速攀升的招生数量（19 财年第三季度 K12 课后辅导业务同比增长约 40%）。 

 维持中性。考虑到利用率提升，我们将 19 财年摊薄每股盈利预测从 2.18 美元上调至 2.20 美元（同比增长

16.5%），20 财年盈利预测从 2.72 美元上调至 2.89 美元（同比增长 32%），21 财年的盈利预测从 3.23 美元

上调至 3.52 美元（同比增长 21.8%）。我们将目标价由原先的 66.24 美元上调至 84.45 美元，对应 8.8%的下

降空间，维持中性评级。 

 

(联系人：黄哲) 

 

中国联通（00762.HK）点评：成本控制 

 中国联通公布 2019 年一季度业绩，服务性收入同比增长 0.3%，净利润同比成长 22.3%。我们将 19 年 EPS 从

0.51Rmb 下调至 0.44Rmb（同比成长 34.2%），20 年 EPS 从 0.78Rmb 下调至 0.63Rmb（同比成长 42.5%），

21 年 EPS 从 1.00Rmb 下调至 0.80Rmb（同比成长 26.4%）。我们维持目标价 10.80 港币不变，对应 12.9%

上升空间，我们维持增持评级。 

 竞争加剧。根据工信部数据，整体运营商服务性收入在 2019 年前俩月同比成长 1.9%，低于 2018 年全年 3%

成长。尽管整体行业竞争加剧，中国联通无线用户净增长 800 万，4G 用户净增长 1050 万。政府持续性号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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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商降低其费用，我们认为中国联通能通过给不同用户提供多元化的产品来避免价格战。整体 1 季度收入增

长疲软，我们认为主要是由于去年四季度取消漫游费的影响。由于产业互联网收入同比成长 47.4%，公司固网

业务同比成长 9.4%。我们预计其产业互联网收入增速还将持续维持。 

 资本支出周期。中国联通 2019 年资本支出为 580 亿人民币，其中约 60-80 亿将用于 5G 投资。公司将在 7 个

城市开展 5G 网络实验。公司于 2019 年开启新一轮 4G 基站招标，这也是为了未来 5G 非独立组网作准备。公

司整体资本支出水平维持在较好的水平，我们认为 5G 网络将不会成为联通的负担。 

 成本控制。尽管公司收入增长疲软，但公司净利润同比有约 22.3%成长。我们认为这主要源自成本管控。公司

网间结算成本及网络，运营及支撑成本分别同比下滑 7.9%及 19.4%。 

 维持增持。我们将 19 年 EPS 从 0.51Rmb 下调至 0.44Rmb（同比成长 34.2%），20 年 EPS 从 0.78Rmb 下

调至 0.63Rmb（同比成长 42.5%），21 年 EPS 从 1.00Rmb 下调至 0.80Rmb（同比成长 26.4%）。公司股

价对应 0.8x PB, 我们维持目标价 10.80 港币不变，对应 0.9x PB。对应 12.9%上升空间，我们维持增持评级。 

 

(联系人：李欣伟) 

 

北方华创（002371）：18Q4 微电子收入大增，国产化设备迎春天 

 北方华创公布 2018 年的年报，业绩符合市场预期。公司 18 年实现收入 33.24 亿元，同比增长 49.53%，18

年全年毛利率为 38.38%，较 17 年 36.59%的毛利率上升 1.79 个百分点，营业利润实现 3.34 亿元，同比增长

70.26%，实现归母净利润为 2.34 亿元，同比增长 86.05%。单四季度来看，实现收入 12.23 亿元，同比增长

81.64%，环比增长 73.09%。单四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 0.65 亿，同比上升 43.44%，环比上升 31.02%。 

 公司收入结构显公司订单正在逐步兑现。拆分公司及其子公司情况可以看到，2018 年子公司北方微电子实现收

入 20.01 亿元，其中 18H2 实现 12.82 亿元，18H1 实现 7.19 亿元， 17H2 实现收入 4.98 亿元，同比环比均

实现大幅增长。主要原因在于公司设备随着国产化加速，产品不断兑现到下游晶圆厂、芯片生产商等客户手中，

实现较快的业绩兑现。其中分地区收入端来看，华东和华中地区，实现收入 15.96 亿，同比 17 年增长 60.66%，

主要原因是长江存储在 18 年下半年开始进入扩产线的时间段，对于相关公司的订单有较为强大的拉动作用。 

 我们预计公司核心产品的订单会逐步增加，毛利率处于缓慢上行的通道。公司半导体设备产品的毛利率从 16 年

的 40.88%下降到 17 年的 36.59%，18 年全年的毛利率略有回升至 38.38%，预计到 19 年-21 年随着国产化设

备的采购量加大，,较高的研发费用支出保证公司产品竞争力依旧，毛利率处于缓慢上行的通道，回到 38.5%左

右，预判在下游晶圆厂保持较高资本开支的前提下，未来公司毛利率会维持现阶段水平。 

 我们维持“增持”评级。我们上调 2019 年净利润预测从 2.91 亿元至 3.63 亿元，上调 2020 年净利润预测从

4.31 亿元至 6.06 亿元，新增 2021 年净利润预测 8.64 亿元，当前股价对应的 2019-2021 年 PE 为 81X、48X

和 34X。 

(联系人：梁爽) 

 

顺鑫农业（000860）终端调查系列二：牛二价格稳中有升 货龄变化整体稳定仍明显优于竞品 

 事件：2019 年 4 月，我们走访了北京和上海四个城区共 12 家大型商超和 12 家烟酒店调查光瓶酒终端零售情

况。本期汇总 2019 年 4 月 20 日调查的数据与调查中得到的结论，供各位投资者参考。 

 投资评级与估值：维持盈利预测，预测 2019-2021 年公司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12.7 亿、17.5 亿、21.5 亿，分

别同比增长 71%、37%、23%，当前股价对应 2019-2021 年 PE 分别为 27x、20x、16x。仅考虑白酒业务，

预测 2019-2021 年白酒业务净利润分别为 14.5 亿、18 亿、21.5 亿，当前股价对应白酒业务 2019-2020 年

PE 分别为 24x、19x、16x，维持买入评级。我们看好公司的核心逻辑是：1、聚焦酒肉主业，解决多元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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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聚焦酒肉，地产业务预计随着存量项目的逐步销售，对主业的拖累将减少。2、白酒业务市占率与净利率

提升空间仍大。牛栏山拥有强大的品牌力、产品力、渠道力，管理团队务实，2017 年下半年开始迎来增长提

速，未来增长空间核心看全国化扩张，从市占率提升、价格提升、净利率提升三个角度看，白酒业务增长空间

仍大。 

 价格情况：牛栏山主要产品价格稳中有升，上海地区价格差异小于北京。分产品看，42 度陈酿价格区间扩大，

上期价格基本在 15 元本期价格最高 19 元。52 度陈酿价格中枢向上，上期价格基本在 14-16 元，本期价格基

本在 18-19 元。43 度精制陈酿价格中枢向上，上期价格基本在 25 元左右，本期价格基本在 25 元以上。52 度

珍品陈酿价格区间扩大，上海价格高于北京。39 度珍品陈酿价格基本稳定。52 度百年珍品价格区间扩大。 

 货龄情况：横向看不同产品货龄变化有差异整体基本稳定，纵向看牛栏山货龄明显比竞品更短，终端动销更快。

横向看，42 度陈酿以 2019 年产品为主，有少部分 2018 年产品，整体货龄相比于上期拉长。52 度陈酿货龄比

上期缩短，以 2018 年底和 2019 年初的产品为主。43 度精制陈酿货龄区间变化不大，但以 2018 年下半年的

货为主。52 度珍品陈酿和 39 度珍品陈酿货龄略有拉长。52 度百年珍品陈酿货龄缩短。纵向看，43 度绿瓶红

星以 2018 年底产品为主，而 42 度陈酿以 2019 年产品为主。56 度绿瓶红星的货龄区间比 52 度陈酿长 6 个月。

39 度珍品陈酿的货龄在 2-8 个月，43 度蓝瓶红星货龄最长可达 11 个月。52 度珍品陈酿货龄为 1-7 个月， 53

度蓝屏红星货龄为 3-11 个月。 

 陈列情况：牛二铺市率明显高于竞品。42 度陈酿的终端覆盖率远高于 43 度绿瓶红星，42 度陈酿在 21 个调研

终端均有销售，而 43 度绿瓶红星仅在 5 家超市和 1 家烟酒店有所陈列。 

(联系人：吕昌/周缘) 

 

齐心集团（002301）19Q1 点评：大办公领航及 SaaS 优化，收入业绩双高增长 

 公司公布 19 年一季报：公司 19Q1 实现收入 10.75 亿元，同比增长 53.8%；归母净利润 0.39 亿元，同比增长

30.8%，扣非净利润 0.35 亿元，同比增长 62.8%，收入及扣非业绩略超预期。19Q1 经营现金流净额为-6.85

亿元，同比减少 204.1%，现金流主要系对公业务应收账期所致。公司受益于全国办公集采行业大趋势， B2B

板块快速发展，客户开发及订单签署均卓有成效，业绩持续较高速增长。SaaS 业务发展顺利，收入增长加速，

我们认为公司大办公+SaaS 板块相互协同，有望促进“齐心”品牌价值的树立。 

 持续深耕办公物资行业，满足企业级客户需求，提升核心竞争力。19Q1 年齐心 B2B 业务收入同比增长我们估

计为 55%（vs2018 全年同比 37.0%），收入增速持续提升，销售订单签约及实际落成持续稳步推进。分产品来

看，19Q1 办公用品、办公设备实现收入均实现稳健增长。主要逻辑：1）行业发展趋势显著：办公物资板块受

益于政府集中采购趋势，由分散化供应变为集中供应，政府和企业成本控制需求提升，办公集采发展前景广阔。

办公物资行业近 1.5 万亿规模，每年增长稳健。目前行业集中度较低，未来存在整合空间，有利于齐心等龙头

企业形成明显的头部效应。2）加强创新供应链管理模式：齐心办公服务平台已涵盖 19 大品类，拥有 50 多万

种丰富品类，公司不断加强品类管理并在技术端完善中后台信息化系统，渠道端加快构建纵横一体化服务网络。

通过有效的供应链管理模式，提升经营效率。持续中标国家电网、中石化、中国联通、中国银联等涉及能源、

石化、通信、金融等约 120 家大型国企及政府机构，行业市占率不断提升。19Q1 整体客户签单情况持续向好，

服务质量及相应效率不断增加。3）电商及新零售板块持续推进：公司 2018 年 6 月与京东签订深度战略合作意

向书，共同开展“无界智慧办公零售”，公司产品覆盖全国 31 个省市区的 4 万家京东门店，实现办公行业线上

线下的价值链重塑。 

 SaaS 云视频服务发展稳健，产品持续布局大型客户，逐渐形成品牌口碑和价值。19Q1Saas 互联网软件业务板

块实现收入增速超过 40%（vs2018 全年同比增长 2.6%），受益于 SaaS 行业的发展，增长加速。1）行业空间

大，渗透率提升：云服务领域空间大，未来渗透率有望提升。根据 IDC 报告，云视频市场规模为 3000 亿元，

云会议子行业规模为 150 亿，国内未来渗透率有望进一步提升。2）自主研发项目有条不紊：公司不断加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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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研发，新开发的智慧党建和智慧教育两套产品落地顺利，具备优质的客户体验口碑和溢价实力。同时公司加

强软硬件升级，完善各操作系统的功能，完成版本迭代升级，更好适应客户需求。3）加强大客户开拓，双“智

慧”业务拓展顺利：目前公司拥有超过 60000 家企业用户，聚焦教育行业及政府机关资源。 

 办公业务规模逐渐扩大，B2B 盈利能力不断增强。19Q1 年 ROE 提升显著，由 17 年 1.22%提升至 1.55%；19Q1

年实现综合毛利率 16.3%。B2B 板块：1）随着办公板块规模提升，加强重点 SKU 的管理和制造，规模效应促

使成本下降，公司不断加强供应链成本管控，毛利率有望不断提升。2）公司提升自有产品占比，盈利能力改善；

3）加强品类延拓，提升新型高毛利产品的占比。SaaS 板块：持续加大产品研发及客户开发所致，随着产品销

售规模提升，盈利有望持续向好。公司整体销售/管理/研发/财务费用同比增长 29.7%/21.1%/4.7%/-46.6%，

随着公司费用管控能力加强，尽管在营销策略和人员配置持续优化，但整体销售管理费用率基本保持稳中有降

的趋势。 

 齐心作为办公行业领军企业不断创新，办公体系与云视频实现战略协同效应。公司始终以提高客户运营效率为

使命，为客户提供整体解决方案的智慧办公服务。好视通是云会议子行业龙头产品，未来行业空间和潜力较大。

公司致力于打造“以用户需求为导向的集成大办公服务”平台型公司，SaaS 服务的商业模式有助于公司实现由

产品到服务的转型升级，拓宽业务范围和提升客户服务能力。与腾讯和京东互联网巨头合作，延拓云服务和办

公板块产业价值链。鉴于公司 19 年 B2B 板块以及 SaaS 业务发展加速，盈利持续改善，我们上调公司 2019-2021

年的 EPS 至 0.42 元/股、0.55 元/股、EPS0.71 元/股的盈利预测（原 EPS 为 0.40 元/股、0.52 元/股、EPS0.66

元/股的盈利预测），2019-2021 年增速分别为 40%，30%和 30%，对应 PE 为 27 倍、21 倍、16 倍，我们看

好公司在办公领域和 SaaS 板块的不断发展，19 年随着业务开拓顺利，收入和业绩维持高速增长，维持增持！ 

(联系人：周海晨/屠亦婷/杜洋) 

 

九牧王(601566)点评：三大平台构建完毕，19 年门店数量有望扩张 

 2018 年收入增长 6.6%，19Q1 收入增长 7.2%，收入增速符合预期，保持高分红比例。1）公司 2018 年报实

现收入 27.3 亿元，同比增长 6.6%；归母净利润 5.3 亿元，同比增长 8.0%；扣非净利润同比下滑 18.0%至 3.6

亿元，EPS 为 0.93 元，符合预期。2）19Q1 收入增长 7.2%达到 8 亿元，净利润增长 40.1%达到 2.7 亿元。其

中处置持有的财通证券股份产生的投资收益较同期增加 1.8 亿元至 2.0 亿元，扣非净利润同比下滑 17.1%至 1.5

亿元。3）拟 10 派 10 元，分红比率达 107.7%，股息率高达 6.8%。 

 拆分来看，公司主品牌渠道调整逐步到位、收入规模稳定，19 年门店总数有望净增长。1）九牧王主品牌保持

稳定。18 年九牧王品牌实现收入 23.8 亿元，19Q1 实现收入 6.7 亿元，均较同期持平。18 年下半年主品牌门

店数合计净增长 41 家，19Q1 门店数量净减少 18 家至 2393 家，初步完成对低效店铺的关闭、整改。2）FUN

品牌保持增长。FUN 品牌 2018 年收入同比增长 61.5%，19Q1 增长 10.8%，动力强劲。18Q4、19Q1 品牌门

店数量分别净增长 33 家、2 家，门店总数达到 209 家。3）19 年门店数量有望加速扩张。公司制定经营规划，

预计 2019 年收入规模增长 6.1%至 29 亿元，门店总数量净增加 50-150 家，18 年下半年起门店数量转入净增

阶段。 

 2018 年新品牌投入带来费用增长，多方面投入加大。1）利润表方面，新品牌投入费用率有所提升。公司 18

年毛利率下降 0.8pct 至 56.6%，净利率稳定约为 19.3%，销售费用率上升 0.7pct 至 27.8%，管理费用率上升

1.1pct 至 8.2%。2019 年一季度毛利率下降 1.6pct 至 56.7%，销售费用率上升 3.2pct 至 22.8%，新品牌投入

力度较大。2）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量表方面，一季报存货较 18 年末减少 0.5 亿元至 7.5 亿元，秋冬装产品消

化健康。18 年经营性现金流净额为 4.5 亿元，同比下降 10.2%，经营开支投入较大。 

 主品牌焦距五大主题精细运作，近两年来积极升级，新兴品牌矩阵构建完成。1）渠道结构优化。公司持续进行

面积大、形象好、高流水的大店建设，2018 年九牧王品牌门店平均面积达到 103 平方米，较 2017 年增长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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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产品企划升级。公司自 2019 年春夏产品开始，实现黑灰标春夏、秋、冬 3 季产品订货及补货的“3+3”模

式，提高了产品设计精准度，降低库存风险。3）品牌宣传多元化。公司通过作为中国体育代表团礼服供应商

（2018-2024 年）、2018 年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指定服装赞助商项目，多元方式对品牌进行“新绅仕”形象

推广。4）新兴品牌梯队丰富。公司在主品牌外相继拓展两大平台，经过近三年发展，分别形成了时尚品质和与

潮流时尚两大平台五个品牌。19 年 2 月份公司拟与 KitsuneFrance 共同设立合资公司，未来有望在中国大陆、

香港及澳门地区经营 Kitsuné及相关品牌，通过多元品牌实现消费者多样化与个性化需求的全面覆盖。 

 公司是国内中高端男装行业的龙头，多品牌矩阵成型，维持“增持”评级。公司男装主品牌不断升级优化门店

效率，分标持续推进，有望转入门店数量净增长的新阶段。新兴品牌矩阵内生孵化+外部合作布局完成，框架搭

建完毕，长期成长空间大。考虑到公司一季度投资收益增厚利润，且未来门店数量有望扩张，我们上调 19/20

年盈利预测并新增 21 年预测，预计 19-20 年 EPS 分别为 1.0/1.1/1.2 元（原盈利预测 19-20 年 EPS 为 0.95/1.04

元），对应 PE 分别为 15/14/13 倍。公司上市以来长期维持高分红比例，是经营稳健且未来有向上业绩弹性的

高分红品种，维持“增持”评级。 

(联系人：王立平/陈泽人) 

 

苏泊尔（002032）2019 年一季报点评：收入利润略低于预期，下半年出口订单转移空间大 

 外销增速不达预期拖累表现，公司一季报业绩略低于预期。公司披露 2019 年一季报，2019 年 Q1 公司实现营

业收入 54.74 亿元，同比增长 12.00%；实现归母净利润 5.15 亿元，同比增长 13.81%；实现扣非归母净利润

4.99 亿元，同比增长 13.47%，收入和利润增速略低于此前的预期，主要因外销增速不达预期。2019 年 Q1 公

司加权 ROE8.35%，同比提升 0.32 个 pcts；对应每股收益 0.63 元/股。 

 环电市占率+均价提升，出口订单转移空间大。分品类来看，根据中怡康数据，在市占率方面，苏泊尔电炖锅、

吸尘器和挂烫机 2019 年 Q1 销量市占率同比提升 2.93 个 pcts、4.05 个 pcts 和 7.70pcts；电饭煲销量市占率

环比小幅提升 0.02 个 pcts。在价格方面，厨小全线提价，电压力锅、电炖锅、电饭煲和电磁炉零售均价分别

同比增长 6.83%、1.75%、5.81%和 2.01%；环境家居吸尘器和挂烫机零售均价同比大幅提升 20.48%和 18.05%。

我们发现环境电器的销量市占率和零售均价提升幅度均好于厨房电器，主要系公司基于 SEB 的成熟产品和技术

开发，已成为环境家电领域的二线品牌。目前苏泊尔环电推出了空气净化器、吸尘器、电熨斗、挂烫机四类产

品，定位中高端市场且销售渠道主要集中于线下，因此反应到中怡康零售端数据（主要为线下 KA 口径）增速

较快，未来处于消费升级下的环境家电仍有较大增长空间。分渠道看，我们预计出口小个位数增长，内销预计

15%增长，出口增速放缓是一季报不达预期的主要原因，但长期看，我们认为 SEB30%的外包业务未来仍有望

持续转移给苏泊尔，全年近 15%的订单转移增长确定性强，随着下半年传统出口旺季的到来，出口订单有望回

暖。 

 高端品牌保障盈利能力，开年经销商打款意愿不高。利润表方面，Q1 销售费用率同比下降 0.16 个 pcts，研发

费用率同比下降 0.07 个 pcts。2019 年 Q1 公司综合毛利率（31.28%）同比 2018 年 Q1 提高 0.21 个 pcts；

同时 Q1 毛利率相比 2018 年全年提升 0.42 个 pcts。我们分析公司 Q1 毛利率在原材料价格上涨的背景下还能

维持较高水平，得益于三大高端品牌业务并表。资产负债表方面，公司合理控制库存使得存货周转加快，Q1

存货较 2018 年末下降 31.59%，但预收账款较 2018 年末下降 73.08%，现金流量表方面，公司 Q1 经营活动

现金流净额同比大幅下滑 126.93%，从去年同期净流入 4.41 亿元变为净流出 1.19 亿元，主要因上市公司为提

高经销商提货热情，提高对核心经销商授信额度影响。 

 盈利预测与投资评级。我们维持公司 2019-2021 年归母净利润预测为 20.0 亿元、23.8 亿元、27.6 亿元，对

应每股收益 2.44 元、2.90 元和 3.36 元，对应动态市盈率分别为 30 倍、26 倍和 22 倍，公司内销品类扩张+

外销订单转移，线上红利释放+线下渠道下沉，未来业绩持续增长确定性高，维持“买入”投资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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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刘正/周海晨/史晋星) 

 

浙江美大（002677）2019 年一季报点评：收入业绩超预期，上调评级至买入！ 

 公司一季报收入增速超预期。公司 2019 年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2.90 亿元，同比增长 31.63%，归母净利润 0.75

亿元，同比增长 22.09%，扣非归母净利润 0.72 亿元，同比增长 21.26%，基本每股收益 0.12 元/股。公司一

季报收入增速超出此前市场 20%-25%的预期。 

 收入增速环比加快，电商\KA\开店多点发力。公司一季度收入增速环比四季度提高 5.67 个 pcts，我们判断主

要是集成灶销量拉动贡献增长，目前行业景气度仍处向上阶段，进入者不断增加有助于品类知名度扩大，消费

者教育得到提升。从线上表现来看，公司一季度延续翻番增长，整体电商持续高增长，预计占收入比重首次突

破两位数，缩小与竞争对手差距。线下增长策略来看，公司一二线进 KA 渠道，目前已经陆续与红星美凯龙、

居然之家、国美、苏宁等主流大型商家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主流渠道的突破有助于进一步打响品类美誉度；三

四线经销商新开门店数量仍有望继续增加，综合来看，我们重申公司全年收入目标完成 30%概率较高。 

 对外加大销售费用，对内严控管理开支。受成本上升影响，公司一季度毛利率同比下降 0.7 个 pcts 至 53.8%，

净利率同比回落 2pcts 至 26.02%，主要是费用端加大投入。公司自夏鼎担任董事长以来，对外加大销售费用

投入、对内严控管理费用：19 年 Q1 销售费用率创历史新高，管理费用率（含研发）继续下降 3 个 pcts 至 8.9%，

其中研发费用同比大幅增长 44%，占收入比重 3.2%（+0.3pct），侧面印证公司市场开拓+产品线丰富的发展

思路较为清晰。公司 Q1 应收票据及账款大幅增长 142.54%，主要是线上渠道电商回款较慢，同时年初增加部

分经销商信用支持，整体占收入 14%比重不高；存货同比下降 25%，存货周转率继续加快；预收款同比增长

11.48%，占当期收入比重 49%，表明经销商打款积极性较高。现金流方面，公司 Q1 经营活动现金流大幅增

加 67.54%，整体表现出色。 

 盈利预测与投资评级。我们维持公司 2019-2021 年归母净利润预测为 4.78 亿元、5.83 亿元和 6.95 亿元，

分别同比增长 27%、22%和 19%，对应每股收益 0.74 元、0.90 元和 1.08 元，动态市盈率分别为 18 倍、

15 倍和 12 倍，公司所处行业正处于高速增长阶段，我们认为 2019 年合理估值在 20 倍以上，上调评级至“买

入”。 

(联系人：刘正/周海晨/史晋星) 

 

海格通信（002465.SZ）2019 年一季报点评：军工及网络运维订单大增，降费增效显著增厚利润 

事件： 

公司发布 2019 年一季报，实现营业收入 7.55 亿元，同比下降 1.00%；归母净利润 3109 万元，同比增长 16.45%；

公司业绩符合市场预期。 

点评： 

 公司营收小幅下降 1%，而一季度军民品订单合计增长 43%，未来三年营收有望实现 35%以上复合增速。公

司一季度营收小幅下滑，或由于子公司模拟器等业务交付延迟导致。公司一季度民品订单 15 亿，同比增长 54%，

军品订单 9.7 亿，同比增长 29%，军民品订单合计增长 43%，为 2019 年全年业绩增长提供有力保障。 

 公司归母净利润增长 16%大幅高于营收增速，降费增效成果显著。公司销售、研发费用稳定，管理、财务费用

营收占比由去年同期 9.6%下降至 6.2%，在国企降费增效的大背景下，公司管理更为规范，经营质量大幅提升，

同时合理使用理财工具，利息收入及投资收益将成为公司利润构成的重要部分。 

 公司聚焦主业剥离非核心资产，提出三年股东回报计划彰显发展信心。公司 2018 年剥离福康泉药业、康来士

测试等公司，进一步聚焦通信、北斗等主业，内部协同效应增强，战略规划清晰。此外，公司提出三年股东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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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计划，每年现金分红占当年实现可分配利润至少 10%，而过去三年公司分红占归母净利润比例平均为 51%，

旨在激励、回报持股员工，并吸引长期投资者。我们认为，公司战略清晰，军工、北斗、5G 三块业务将依次

爆发大幅增厚业绩，突显其投资价值。 

 维持盈利预测及“买入”评级。我们预计公司 2019-2021 年营收分别为 56.3/73.5/90.4 亿，归母净利润分别

为 6.0/8.7/11.2 亿，对应当前股价（2019/4/24 收盘价）的 PE 分别为 39/27/21 倍，维持“买入”评级。 

 风险提示：国防信息化及采购进展不及预期。 

(联系人：韩强/王贺嘉/王加煨/李蕾/高晗) 

 

安奈儿(002875)点评：一季报增速超预期，看好公司新一轮成长启动 

 一季度利润增长 30%，增速超预期。公司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3.6 亿元，同比增长 17.7%；归母净利润 4693

万元，同比增速 30.0%；扣非净利润 4406 万元，同比增长 25.7%。一季度服装消费整体平淡的情况下，公司

收入利润增长超预期。 

 加大清货力度，销售费用率控制良好，盈利能力提升。1）利润表方面，19 年 Q1 毛利率 54.7%，同比下滑 4.3pct，

主要因为公司加大存货清货力度，销售折扣有所降低。一季度费用率弹性体现，销售费用率下降 2.7pct 至 32.8%，

管理及研发费用率整体下降 0.5pct 至 5.8%，其中研发费用率同比增长 37.0%，公司积极加大设计团队的开发

合作；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减少 62.7%，推动公司净利率提升 1.2pct 至 13.1%。2）资产负债表方面，一季度清

理库存带动存货规模消化，较 19 年底减少 0.5 亿元至 3.8 亿元。应付账款较年末减少 1.3 亿元，应付款下降使

得现金流小幅承压，经营性现金流单季度流出 6686 万元。 

 公司门店直营为主管控力强，渠道分布全国市场加密空间大。1）产品覆盖全年龄段客群。安奈儿品牌覆盖 0-12

岁年龄段大小童服饰市场，2018 年大童装产品占整体收入比例 81.7%，小童装产品占比为 18.0%。2）渠道直

营为主，管控力度强。2018 年公司线下门店共有 1433 家，其中直营门店数量 990 家，直营渠道以优质高端百

货与购物中心为主。公司 18 年直营门店营业收入占比达 52.4%，线上渠道收入占比达 34.4%，渠道结构优质

便于管控。3）广东省外市场开店空间大。公司已建成覆盖全国各省区主要城市的销售渠道，目前在广东市场渠

道铺设密集共有门店 319 家，除广东省外门店数量最多、服装消费规模接近的江苏省门店数量仅 137 家，未来

各省市场的渠道加密空间大。 

 渠道调整成效显现，预计 2019 年起渠道扩张有望加速，看好公司收入增速提升。1）过去三年优化渠道结构。

2016-2018 年，公司门店总数量稳定在约 1450 家水平，关闭低效加盟店、百货店，积极开设购物中心店铺、

大面积店铺，2018 年底直营渠道购物中心店达到 264 家，占购物中心门店总数比例 26.7%。2）有望进入渠道

数量扩张期。2018 年下半年，公司门店数量净增加 46 家，转入净增长阶段。我们预计公司门店数量未来每年

有望保持约 100 家净增长，19 年渠道扩张加速进行推动收入增速登上新台阶。3）店均面积提升，店效持续增

长。2015 年-2018 年，渠道不断优化下，我们推算的平均单店收入保持高单位数增长。2018 年，公司门店平

均面积增长 8.6%，直营渠道平均单店收入增长 8.5%。我们认为未来购物中心店占比持续提升，门店平均店效

有望稳步增长，搭配门店数量扩容，双重推动公司规模迎来新一轮成长期。 

 公司是国内童装行业优质标的，市占率位于本土童装公司前列，给予“增持”评级。我们预计公司 2019-2021

年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1.04/1.25/1.55 亿元，EPS 分别为 0.79/0.95/1.17 元，当前价格对应 19-21 年 PE 分别为

24/20/16 倍。2019 年可比公司平均估值为 32 倍，从成长性角度来看，公司 2018 年下半年转入门店数量净增

加阶段，未来几年渠道扩张有望加速推进，未来高速成长空间大确定性强，维持“增持”评级。 

 风险提示：服装消费景气下行，产生存货积压影响公司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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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王立平/陈泽人) 

 

七匹狼(002029)点评：一季度增速平淡，现金流质量健康，安全边际充分 

 19Q1 单季度净利润增长 9.5%，符合预期。19 年 Q1 单季度收入增长 3.1%至 9.5 亿元，归母净利润增长 9.5%

至 9165 万元，扣非净利润下滑 4.4%至 6415 万元。一季度服装行业整体经营较为平淡，社零服装品类增速为

2.6%，处于历史较低水平，公司线下门店同店表现有所承压。我们认为二季度起伴随减税降费等利好逐步落地，

预计居民消费信心会有所提升，可选消费有望修复，看好公司增速企稳回暖。 

 公司毛利率有所提升，一季度库存与应收账款有所优化，经营现金流充裕。1）利润表方面，公司 19Q1 单季度

毛利率较去年同期上升 2.4pct 至 36.7%，销售费用率同比上升 3.3pct 至 16.3%，管理费用和研发合计费用率

上升 0.9pct 至 7.9%。资产减值损失较去年同期减少 19.2%至 3193 万元，带动净利率整体上升 0.6pct 至 10%。

2）资产负债表方面，一季报存货较 18 年底减少 1.3 亿元至 8.4 亿元，一季度库存消化情况良好。一季度公司

应收账款及票据 4.7 亿元，较 18 年末下降 0.5 亿元，应收款项规模有所控制，供应商回款情况良好。3）现金

流量表方面，存货规模减少、应收账款下降，一季度经营性现金流净流入 7059 万元，同比增长 201.7%，整体

来看，公司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量表情况健康。 

 产品升级持续进行，以狼文化为核心，积极赋能新零售。1）19 秋冬新品发布会打造视觉盛宴。公司 3 月 14

日于厦门召开了 2019 秋冬新品发布会，全息投影展示狼文化主题，在设计工艺和艺术表现上不断丰富品牌文

化内涵。2）数字化工具引入终端门店。公司 2019 年有望进一步减少 CRM 为核心的数字化驱动力，在门店层

面导入视觉管理系统，用大数据匹配目标人群，助力终端零售。3）多款新品打造爆款。公司 19 年春夏季打造

复古风格茄克、双面茄克、轻薄茄克等创新单品，以剪裁与面料优化产品力，塑造品牌调性。 

 优化渠道结构，线上销售占比达到 40%，加大线下渠道整合提升整体效率。1）线上业务稳步发展。公司积极

拓展社交属性销售渠道，建立官网直销、分销业务，从营销、视觉、服务等方面推进电商业务，18 年线上渠道

全年实现营业收入约 14 亿元，同比增速超过 10%；线上销售占比逐年走高，全年占整体营业收入比例 40%。

2）线下加大统筹运营升级。公司统筹门店资源，利用管理体系和信息技术，采用大数据对新开门店进行评估，

实现新门店的品标精准匹配，并对已有门店进行匹配改造。公司积极统筹线上线下资源，通过货品、供应链等

方面的有效协调，实现线上流量在线下的有效转化。 

 公司资产质量夯实，当前 PB 仅为 1 倍，账上现金充裕，维持“增持”评级。公司经营稳健，一季报账上理财

产品超过 28.1 亿元，货币资金 14.4 亿元，当前市值仅为 56.3 亿元，估值安全边际充分。我们维持 19-21 年盈

利预测，预计 19-21 年公司净利润分别为 3.9/4.4/4.8 亿元，EPS 分别为 0.52/0.58/0.64 元，对应 PE 分别为

15/13/12 倍。公司目前积极培育新兴品牌，不断优化产品、渠道、供应链，搭建时尚产业集团体系，看好当前

消费逐步回暖下公司经营向好的趋势，维持“增持”评级。 

 风险提示：消费复苏不达预期。 

(联系人：王立平/陈泽人) 

 

洽洽食品（002557）2019 年一季报点评：春节错位致收入增速放缓，盈利能力如期改善 

 事件：公司发布 2019 年一季报，实现营业收入 10.4 亿元，同比增长 1.26%；实现归母净利润 1.14 亿元，同

比增长 35.75%；实现扣非后归母净利润 0.86 亿元，同比增长 38.53%。 

 投资评级与估值：维持 2019-21 年收入预测 48.6、54.4、60.1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15.8%、12.0%、10.4%，

维持 2019-21 年归母净利润预测 5.4、6.2、7.1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24.5%、15.7%、14.3%，对应 EPS 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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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06、1.23、1.41 元，最新收盘价对应 19-20 年 EPS 分别为 23、20 倍 PE，维持买入评级。洽洽作为瓜子

行业细分龙头拥有较强的品牌及渠道基础，过去两年在内部组织架构调整、新品快速放量的推动下发展持续提

速，未来公司将继续通过细化销售 BU、推动渠道下沉、全面发力电商的方式不断扩大渠道优势，同时通过持

续的新品类导入与推广保持收入端的稳健增长，看好公司的长期发展潜力。 

 春季错位及子公司处置致收入增长放缓，重点单品仍然保持快速放量：19Q1 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26%，

环比 18Q4 有较为明显的放缓，主要系春节错位及子公司股权处置导致同比口径变化的影响。公司产品销售具

备一定季节性，春节前为公司传统销售旺季，由于 19 年春节同比 18 年提前十天，导致公司有一周左右的旺季

备货收入提前体现于 18 年四季度；此外由于公司于去年三、四季度陆续出售了子公司包头华葵和江苏洽康的

股权，预计对 Q1 合并报表的收入影响超过 4000 万元。若剔除子公司股权处置带来的收入影响，同时将 18Q4

与 19Q1 收入加总计算同比增速以还原春节旺季真实增速水平，预计 18Q4+19Q1 两个季度收入之和可比口径

收入增速在 11-12%之间，仍然保持在双位数水平，考虑到公司于去年 Q2 和 Q3 分别对黄袋和传统红袋进行

了直接提价，预计销量与均价提升的贡献均在 5%左右。分产品来看，公司两大重点单品黄袋和蓝袋 19Q1 分

别实现了 30%和 25%以上的快速增长，延续快速放量趋势，公司整体产品结构不断优化、新品收入占比持续

提升。 

 盈利能力同比改善明显，主要得益于提价顺利传导和规模效应扩大带来的毛利率提升：19Q1 公司销售净利率

11.11%，同比大幅提升 2.72pct，其中提价顺利消化和规模效应扩大带来的毛利率是盈利能力改善的主要因素。

19Q1 公司销售毛利率 30.38%，同比大幅提升 1.45pct，主要得益于去年直接提价的顺利传导消化以及每日坚

果快速放量后规模效应扩大实现的毛利率改善。费用方面，19Q1 公司销售、管理及研发、财务费用率分别为

13.82%、5.25%、-0.6%，分别同比+0.21、+0.58、-0.89pct，整体期间费用率之和同比基本持平。19Q1 公

司所得税率 18.7%，同比下降 6.1pct，主要系母公司所得税率下降，我们预计与其产品和销售渠道结构变化导

致的盈利能力下降和税收缴纳的季度间波动有关。此外，19Q1 公司实现营业外收入 1529 万元，同比增加 73%，

主要系政府补助增加，也对净利率提升有所贡献。 

 股价上涨的催化剂：核心产品增长超预期、利润率提升超预期 

 核心假设风险：原材料成本波动、食品安全事件 

(联系人：吕昌/毕晓静) 

 

光华科技（002741）年报点评：费用率、折旧增加等因素导致 Q4大幅下滑，长期看好电池回收

发展前景 

公司发布 2018 年年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5.20 亿元（YoY +17.0%），归母净利润 1.35 亿元（YoY 

+45.3%），其中 Q4 实现营业收入 3.25 亿元（YoY -15.1%，QoQ -21.9%），归母净利润 380 万元（YoY -82.2%，

QoQ -91.0%）。低于市场预期。 

 费用率、折旧增加等多重因素影响，四季度业绩大幅下滑。报告期内，公司 PCB 化学品实现营业收入 8.52 亿

元（YoY +11.1%）,毛利率 28.1%，较上年提升 4.6 pct，判断主要是由于产品结构变化，高毛利率产品占比

增加；化学试剂实现营业收入 2.26 亿元（YoY +7.5%），毛利率 32.2%，较上年提升 1.6 pct；锂电池材料实

现营业收入 2.00 亿元（YoY +57.4%），毛利率 19.8%，较上年下降 10.8 pct，锂电材料毛利率下滑幅度较大，

主要是由于 2018 年钴、锂产品价格持续下跌影响。公司四季度业绩出现大幅下滑，主要是受多方面因素影响：

（1）四季度需求低迷及锂电材料价格下滑导致收入下降；（2）四季度期间费用率环比增加 6.0 pct；（3）2018

年公司技术中心升级改造、锂电正极材料项目、锂辉石选矿技改项目等在建工程部分完工转结，全年固定资产

较去年同期增加 4.66 亿元，其中 Q4 单季度固定资产增加 3.46 亿元，导致折旧大幅增加。 

 电池回收按预期推进，跑马圈地加速把握行业先发优势。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我国即将迎来动力

蓄电池的大规模退役，根据 EVTANK 预测，未来 5 年国内废旧动力电池梯次利用市场将达到 80 亿元，回收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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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市场将达到 51 亿元。公司依靠主业 PCB 化学品积累的分离提纯技术优势切入动力电池回收领域，成功入选

工信部《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第一批试点企业，证明了其技术能力。公司已在

汕头建成年处理 1000 吨报废动力电池的再生利用线，同时与中国铁塔广东分公司等签署战略协议，有望探索

建立动力蓄电池在通信等领域梯次利用的技术规范及标准。公司与北汽鹏龙、南京京龙、广西华奥、奇瑞万达

贵州客车、五洲龙汽车、元宝淘车、鑫盛汽车等先后签署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合作协议，跑马圈地进程加速，在

构建“报废电池与电池废料一电池原料再造—动力电池材料再造”循环体系领域把握先发优势，保障未来废旧

电池原料供应。 

 锂电材料项目布局，未来将成为第二主业。公司以分离提纯及合成技术为基础，充分利用镍、钴、锰盐等产品

及原料优势，切入正极材料领域。钴盐项目成功产业化，年产 1000 吨三元前驱体示范线已开始出货。此外公

司使用全新工艺制备磷酸铁，用以生产磷酸铁锂，可有效降低成本。一期 1 万吨磷酸铁及 0.5 万吨磷酸铁锂已

完成工程建设，目前处于产品认证阶段。公司在珠海基地规划 5 万吨三元材料项目，有望将其锂电回收后的镍

钴锰等盐类应用于三元材料生产，形成产业闭环。此外公司在山东投资 1.56 亿元建设年产 100 万吨锂辉石选

矿项目，进一步布局上游。未来正极材料将打造成为公司第二主业，为发展注入新动力。 

 投资建议：维持“增持”评级，由于锂电材料价格下跌以及固定资产折旧增加而新项目尚未进入放量阶段，下

调 2019-20 年，新增 2021 年盈利预测，预计 2019-21 年归母净利润 1.67（原值 2.09）、2.17（原值 2.88）、

2.79 亿元，对应 EPS 0.44、0.58、0.75 元，PE 35X、27X、21X。 

 风险提示：PCB 化学品下游需求不达预期、正极材料市场开拓不达预期 

(联系人：沈衡/宋涛) 

 

老板电器（002508）2018 年报暨 19年一季报点评：一季度收入增速环比改善，基本面即将迎来

拐点 

 公司业绩符合预期。公司 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 74.25 亿元，同比增长 5.81%，归母净利润 14.74 亿元，同比

增长 0.85%，扣非归母净利润 13.28 亿元，同比下降 5.56%，对应基本每股收益 1.55 元/股；其中四季度营业

收入 20.31 亿元，同比增长 0.1%，归母净利润 4.62 亿元，同比下降 7.78%。公司拟向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红利 8 元（含税），分红率 51.52%，对应股息率 2.67%。2019 年一季度营业收入 16.60 亿元，同比增长 4.30%，

归母净利润 3.20 亿元，同比增长 5.84%，扣非归母净利润 2.75 亿元，同比增长 8.55%，基本每股收益 0.34

元/股，同比增长 6.25%。 

 基本面即将迎来拐点，全年收入增长 5%-10%。公司自 2017Q4 以来收入增速明显换挡，一方面地产放缓很

大程度上抑制了厨电新增需求的释放，另一方面线上增长红利也面临衰减。在稳增长方面，公司加大渠道分拆

力度，2018 年城市公司从 98 家增加到 155 家，专卖店数量同比增长 9%，带来“老板”主品牌同比增长 4%；

名气品牌深化渠道下沉，2018 年收入同比增长 18%，收购的金帝集成在 18 年贡献收入近 1 亿元，带来增量

1.4%。从 2019 年一季度表现来看，公司收入增速环比有所改善，预计一二线成交回暖对公司的支撑作用有望

在下半年表现，单季收入增速有望逐季加快。从量价拆分来看，公司 18 年整体厨卫销量同比增长 5.3%，价格

微增 0.4%；分品类来看，烟机、灶具和消毒柜三大品类收入分别变化 5%、-1.65%和 2.27%，嵌入式品类整

体增长 35%，其中蒸箱事业部单独成立，洗碗机 2019 年初也实现自产，后续配套率提升有望贡献额外增量。

金帝集成灶一季度表现超预期，19 年推出蒸消一体产品后增势喜人。全年来看，我们认为公司有望实现 5%-10%

的收入增长。 

 产品盈利能力保持稳定，经销商打款积极性高。2018 年全年来看，公司毛利率基本保持平稳，2019Q1 毛利

率环比提升 0.67 个 pcts 达 54.79%，市场担忧的厨电行业价格战并未发生。公司 18 年销售费用率同比提升

1.75 个 pcts 至 25.72%，Q1 销售费用率进一步提升至 30%，表明公司加大投入力促增长决心；管理费用率（含

研发）提升 0.75 个 pcts 至 7.62%，其中研发费用同比增长 25.87%，占收入比重近 4%（+0.62pct），印证

http://www.hibor.com.cn/


本研究报告仅通过邮件提供给 国投瑞银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res@ubssdic.com) 使用。25

 

申万宏源晨会纪要 
                                                              申万宏源晨会纪要 

 

 
请务必仔细阅读正文之后的各项信息披露与声明                         第 24 页 共 30 页                        简单金融 成就梦想 

                                                                                   

公司加大新产品研发。综合带来公司净利率同比下降 0.98 个 pcts 至 19.85%。公司 2019Q1 应收票据及账款

同比增长 43%，预计主要是线上渠道回款周期拉长、线下经销商增加授信额度所致；存货增长 10.6%，存货周

转率保持平稳，预计渠道库存保持良性；预收款项同比增长 8.93%，占营业收入比重 63.65%，表明经销商打

款积极性较高；现金流方面，公司 2018 年经营性现金流净额同比增长 20.13%，整体表现较好。 

 品类创新+渠道下沉，双管齐下驱动未来增长。公司目前处于品类和渠道驱动力转换的叠加过程：1）品类方面，

公司首次尝试建立了单一品类事业部——蒸箱事业部，首次并购金帝实现品类扩张——集成灶，洗碗机 19 年

初从 OEM 改为自产，未来这三大产品有望凭借行业红利加快公司增长；2）渠道方面，公司工程渠道目前增速

最快，保持 40%以上，占公司收入比重达 9%，未来地产精装修趋势有望加快工程业务增长；电商渠道增速基

本回落至 10%以内，占公司收入比重 31%；线下零售渠道增速最低，公司重组战略市场部后，将原本分散于

各个渠道的市场功能加以集中，有望提高终端销售转化。中长期来看，我们认为公司凭借出色的执行力、多品

牌多产品矩阵和强大的渠道网络有望穿越经济周期，开启新篇章。 

 盈利预测与投资评级。公司第二期代理商持股成本 39.81 元/股，员工持股成本价 35.94 元/股，目前股价安全

边际仍然较高。我们下调公司 2019-2020 年净利润预测 16.06 亿元和 7.69 亿元（前值为 16.67 亿元和 18.66

亿元），新增 2021 年盈利预测为 19.79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9.0%、10.2%和 11.9%，对应动态市盈率 18

倍、16 倍和 14 倍。考虑到 2019 年地产竣工数据有望反弹，后续一二线地产销售率先回暖，公司作为厨电龙

头竞争力突出，继续维持“买入”投资评级。 

(联系人：刘正/周海晨/史晋星) 

 

 

 

昨日报告推荐 

智能网联浪潮已至，全新技术百花齐放- 2019 上海国际车展总结 宋亭亭，分机 7230 

联通发布 5G 品牌，新周期加速开启！ 刘洋，分机 7428 

沪电股份（002463）点评：2019Q1 净利润高增 131%，持续高质量成长 骆思远,杨海燕 

华夏幸福（600340）点评：2018 年浴火重生，期待平安幸福的协同发展 王胜，分机 7448 

中煤能源（601898）点评：新建煤炭项目投产促业绩持续增长 孟祥文,刘晓宁，分机 7410 

中环股份（002129）点评：业绩符合申万宏源预期，大硅片扩张顺利  韩启明,刘晓宁,郑嘉伟，分机 7424 

双汇发展（000895）点评：终端调查系列二：部分产品价格上涨 高温肉制

品货龄优势明显 吕昌，分机 010-66500561 

浪潮信息（000977）点评：收入增长符合预期，费用增长需持续观察 刘洋，分机 7428 

雅克科技（002409）点评：江苏先科、科美特并表增厚 Q1 业绩，二季度

环比继续向上 宋涛，分机 7505 

宝钛股份（600456）点评：业绩反转逻辑得以验证，继续坚定看好公司未

来业绩表现 韩强，分机 7709 

海能达（002583）点评：提效控费成效显著，19 年费用现金流有望持续向

好 刘洋，分机 7428 

云海金属（002182）点评：2019 年一季报业绩符合预期，成长中的镁行业

汽车轻量化龙头  徐若旭，分机 7427 

海大集团（002311）点评：禽料高增长，生猪养殖有弹性 赵金厚，分机 7449 

http://www.hibor.com.cn/


本研究报告仅通过邮件提供给 国投瑞银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res@ubssdic.com) 使用。26

 

申万宏源晨会纪要 
                                                              申万宏源晨会纪要 

 

 
请务必仔细阅读正文之后的各项信息披露与声明                         第 25 页 共 30 页                        简单金融 成就梦想 

                                                                                   

北方华创（002371）点评： 18Q4 微电子收入大增，国产化设备迎春天  梁爽，分机 7310 

顺鑫农业（000860）点评：终端调查系列二：牛二价格稳中有升 货龄变化

整体稳定仍明显优于竞品  吕昌，分机 010-66500561 

阳光电源（300274）点评：海外市场全面发力，储能业务蓄势待发 韩启明,刘晓宁,郑嘉伟，分机 7424 

天邦股份（002124）点评：亏损已尘埃落定，静待猪价上涨 赵金厚，分机 7449 

恒逸石化（000703）点评：业绩符合预期，后续盈利有望向好 谢建斌,徐睿潇 

致远互联：中国领先的协同管理软件提供商 刘洋，分机 7428 

久日新材：光引发剂领先企业，产品品类不断丰富 宋涛，分机 7505 

18 年荣盛发展销售破千亿，土储集中在三四线-地产债 18 年报及偿债能力

点评（5） 孟祥娟，分机 7396 

18 年雅居乐销售破千亿，拿地三四线为主-地产债 18 年报及偿债能力点评

（6） 孟祥娟，分机 7396 

韩国 4 月前 20 日出口增速继续下滑——2019 年 4 月 23 日债市日评 孟祥娟，分机 7396 

汇编早间版 190424 谢高翔，分机 7413 

汇编综合版 190424 庄杨，分机 7586 

融资融券日报 190424 李念，分机 7562 

中国联通（762.HK）-成本控制 李欣伟，分机 7389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EDU:US)— 利润率如期扩张 黄哲，分机 7262 

海外研究部晨会纪要 2019 年 4 月 24 日     黄哲，分机 7262 

【申万宏源晨会纪要】上海国际车展总结，及平安银行点评 雷蕾，分机 7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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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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宇韬 销售经理 23297570 7570 songyuta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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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玉婷 销售经理 23297475 7475 liyt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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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明昊 销售经理 010-66500625  yaomingha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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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越 机构销售 010-66500619  linyu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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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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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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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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金梅 销售经理 0755-23832423  baojinme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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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斐 销售助理 23297213 7213 chengfe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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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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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0％；  

中性（Hold） ：相对市场表现在－10％～＋10％之间波动；  

减持（Underperform） ：相对弱于市场表现10％～20％以下。  
 
 

卖出（Sell） ：相对弱于市场表现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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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配（Overweight） ：行业超越整体市场表现；  

标配（Equalweight） ：行业与整体市场表现基本持平；  

低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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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仅供上海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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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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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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