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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量研究 

宏观专题：宽信用专题四：利率并轨——临门一脚有多难？ 

2019年央行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更是明确了“稳妥推进利率‘两轨并

一轨’，完善市场化的利率形成、调控和传导机制”。可见，利率并轨已经成

为利率市场化改革的“临门一脚”和“硬骨头”，踢好这“临门一脚”方显金融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真功夫。 

首先，建立了以国债、SHIBOR为代表的基准利率体系，为金融产品定价

提供参照。其次，探索建立利率走廊，充分发挥以 Shibor、DR007为利率中

枢、常备借贷便利利率作为上限的利率走廊作用。第三，利率传导效率有所

提升。利率市场化改革还剩一些“硬骨头”，利率并轨当务之急并不是建立统

一的锚，而是监管理念的转变。一是监管理念的转变。二是央行确定基准利

率。三是发展直接融资市场。四是推动商业银行转型。 

宏观点评：同样的药方，不一样的味道 

近期货币政策边际上发生了微调，资金面略紧。央行定向操作会迟到，

但不会缺席。使用 TMLF 这种定向宽松的货币政策工具，既可以为民营企业

注入中长期、低成本流动性，又可以尽可能精准滴灌，引导资金进入实体经

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而非再进入房地产和基建增加债务风险。三是 4月

流动性缺口较大，TMLF有利于平抑资金面波动。 

TMLF操作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一是有助于降低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

二是有助于推动宽信用效果，逐步实现实体经济企稳。三是有利于中小微和

民营企业发展。对股市影响：直接利好金融股，有助于金融板块行情修复；

长期来看，随着宽货币向宽信用传导，有助于提高上市公司盈利能力。 

 公司研究 

理邦仪器：一季报扣非净利润增长 326%超预期，经营持续向好业绩拐

点到来 

我们预计，公司 2019~2021 年收入分别同比增长 25% /25% /23%，净利

润 1.80 /2.64 /3.43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94% /47% /30%，当前股价对应

2019~2021年 PE分别为 28 /19 /15倍，维持“强烈推荐”评级。 

利尔化学：项目延后使短期业绩承压，看好公司长期发展 

我们下调公司 2019-2021 年预计净利分别为 5.82（-1.83）、8.62

（-1.25）、10.94 亿，当前股价对应 PE 为 15、10、8 倍，维持“强烈推荐”

评级。 

 风险提示：多个产品销售低于预期；新产品上市和推广低于预期等。 

   

大盘走势图 

 

行业涨跌幅（日度）  
涨跌幅前五  涨跌幅后五  

计算机 2.6% 家用电器 -0.38% 

农林牧渔 2.41% 房地产 -0.28% 

电子 2.22% 食品饮料 -0.19% 

汽车 1.38% 交通运输 -0.16% 

通信 1.36% 传媒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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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内容概要 

总量研究 

宏观专题：宽信用专题四：利率并轨——临门一脚有多难？ 

2019年央行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更是明确了“稳妥推进利率‘两轨并一轨’，

完善市场化的利率形成、调控和传导机制”。可见，利率并轨已经成为利率市场化

改革的“临门一脚”和“硬骨头”，踢好这“临门一脚”方显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真

功夫。 

利率市场化程度不高不仅会扭曲资金价格，而且降低资金供求双方的总福利水

平。产生利率双规制，降低资金配臵效率和经济增长质量，加大商业银行运营成本，

导致不良率上升和盈利下降；降低银行间竞争水平，导致金融脱媒；利率双轨诱发

了金融机构规避监管，影子银行快速成长。 

首先，建立了以国债、SHIBOR 为代表的基准利率体系，为金融产品定价提供

参照。其次，探索建立利率走廊，充分发挥以 Shibor、DR007 为利率中枢、常备借

贷便利利率作为上限的利率走廊作用。第三，利率传导效率有所提升。利率市场化

改革还剩一些“硬骨头”，商业银行存款“搬家”现象突出，负债“同业化”，息差缩窄，

利率并轨当务之急并不是建立统一的锚，而是监管理念的转变。 

一是监管理念的转变。放松对商业银行存贷款指标的各种考核，推动商业银行

负债端多元化、市场化，只有监管理念的转变，商业银行行为才会发生改变，构建

行内统一的 FTP 曲线，将会提高存贷款利率对市场利率变动的敏感度。二是央行

确定基准利率。目前我国货币市场存在 R、DR、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利率、Shibor等

多种利率，央行需要确定基准利率，在此基础上根据风险大小提高最优贷款利率

LPR 对市场利率的敏感度。三是发展直接融资市场。直接融资市场发达，企业可以

通过市场化工具直接融资，这样央行只要调整货币市场利率，自然对其他金融资产

产生影响。四是推动商业银行转型。在利率双轨合并过程中，商业银行负债端成本

上升，净息差缩窄，应加快战略转型，实现商业银行规模扩张向质量扩张的转变。 

宏观点评：同样的药方，不一样的味道 

近期货币政策边际上发生了微调，资金面略紧。央行定向操作会迟到，但不会

缺席。央行先是深夜辟谣定向降准，第二天紧接着开展 2674亿的 TMLF操作。一是

货币政策向防风险倾斜，一季度经济开局的确平稳，但也要注意到一季度宏观杠杆

率再度抬头，近期政治局会议再提结构性去杠杆，此外还要考虑下半年猪肉价格大

涨引发的结构性通胀，因此流动性不会像之前那样过于充裕。二是经济企稳的根基

不够牢固，并且目前这种企稳主要还是依靠地产和基建而非民营企业。因此，使用

TMLF 这种定向宽松的货币政策工具，既可以为民营企业注入中长期、低成本流动

性，又可以尽可能精准滴灌，引导资金进入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而非再

进入房地产和基建增加债务风险。三是 4 月流动性缺口较大，TMLF 有利于平抑资

金面波动。 

其一，降准臵换 MLF 实际上是央行在“缩表”，在 2018 年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

的时候比较常见，2019年经济开局平稳，政治局会议没有再提“六稳”目标，但新增

了“保稳定”，此时如果再降准臵换 MLF使资产负债表收缩，不利于传递“保稳定”的

信号。其二，不利于防风险，相对于 TMLF，降准的宽松信号过于强烈，全面降准

也好，定向降准也好，货币政策只是总量工具，无法控制最终资金流向，若资金流

入房地产或者在金融体系里空转，会增加债务风险、催生资产泡沫。其三，易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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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在两会记者会上表示下调存款准备金率还有一定空间，但比起前几年空间小很多，

这可能意味着，经过 2018年以来的多次降准后，央行会对降准时机会更加慎重。 

TMLF 操作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一是有助于降低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二是

有助于推动宽信用效果，逐步实现实体经济企稳。三是有利于中小微和民营企业发

展。TMLF的规模是观测本轮宽信用的标尺之一，如果未来观测到 TMLF的投放规模

和频率明显提升，则意味着银行风险偏好出现较大上升，民营企业宽信用效果逐渐

体现，实体经济得到本质上的支持。宽信用仅仅依靠 TMLF 还不够，再贷款、再贴

现以及中小银行实行较低存款准备金率的政策框架等结构性政策有望出台。 

对股市影响：央行通过 TMLF 释放的流动性短期有助于提高资本市场预期，继

续提振股市市场情绪，释放的中长期资金可以直接降低上市银行负债端成本，直接

利好金融股，有助于金融板块行情修复；长期来看，随着宽货币向宽信用传导，有

助于提高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推动市场逐步走强。 

公司研究 

理邦仪器：一季报扣非净利润增长 326%超预期，经营持续向好业绩拐点到来 

2018年收入 9.93亿元，同比增长 18%，净利润 0.93亿元，同比大幅增长 112%，

相比此前业绩预告 1.11亿元减少 1800万元，主要是公司对控股 51%子公司东莞博

识商誉进行了 1891万元减值，东莞博识主要经营磁敏分析仪 m16，2018年收入 1149

万元，同比增长 275%，亏损 1125 万元，受监管趋严影响，2018 年年报计提商誉减

值的上市公司不在少数，公司减值金额较低，我们预计，2019年收入有望 2000~3000

万，净利润有望扭亏，从而不再产生减值。公司扣非净利润 3848 万元，同比大幅

增长 368%，开始显著实现经营性净利润，政府补贴 4724 万元，相比 2017 年增加

1200万左右，在此前业绩快报中已经披露，符合预期。研发费用 1.78亿元，与 2017

年持平，公司开始成功合理控制研发支出，为公司费用率持续下降、净利润率持续

提升奠定基础。分产品看，IVD业务收入 1.15亿元（+43%），毛利率 48.47%（+1.33%），

预计随着规模优势，毛利率还将持续提升；监护类产品收入 3.26亿元（+13%），毛

利率 51.64%（-0.29%）妇幼保健类收入 1.79亿元（+8%），毛利率 60.63%（-0.40%）；

心电产品收入 1.69 亿元（+26%），毛利率 57.40%（-0.03%）；超声业务收入 1.07

亿元（14%），毛利率 52.09%（-4.30%）。 

收入提速、毛利率提升、管理费用率逐年显著下降，公司从 2018 年开始已经

进入业绩加速增长期。我们预计，公司 2019~2021 年收入分别同比增长 25% /25% 

/23%，净利润 1.80 /2.64 /3.43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94% /47% /30%，当前股价

对应 2019~2021 年 PE 分别为 28 /19 /15 倍，PEG 显著小于 1，估值水平低于可比

公司，维持“强烈推荐”评级。 

利尔化学：项目延后使短期业绩承压，看好公司长期发展 

公司公布 2019 年一季报，2019 年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18 亿，同增

12.48%，归母净利润 7225万，同降 37.51%，同时预计 2019年上半年净利 1.30-2.09

亿，同降 20%-50%。 

受市场竞争加剧影响，草铵膦市场价格自 2018年下半年以来逐步走低至 14.5

万/吨，公司 2019年一季度销售毛利率环比下滑 2.24个百分点至 29.83%，同时广

安项目受 2018年 11月事故影响，建设及投产进度低于预期，公司营收增长速度放

缓。 

费用方面，随着公司规模扩大，管理费用增加 1456万，同增 34.21%；公司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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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了研发投入，2019 年一季度研发费用大幅增长 4089 万，同增 128.81%，是业绩

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 

公司还规划有 1000吨/年氟环唑，3000吨/年 L-草铵膦等重磅产品，是稀缺的

创新型农化平台企业，依然具有长期投资价值。由于市场竞争加剧，我们下调公司

2019-2021年预计净利分别为 5.82（-1.83）、8.62（-1.25）、10.94亿，当前股价

对应 PE为 15、10、8倍，维持“强烈推荐”评级。 

2、 总量研究 

2.1、 宏观专题：宽信用专题四：利率并轨——临门一脚有多难？ 

近年来，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步伐加快，不仅基本实现了货币利率市场化、债

券发行利率市场化，而且于 2013年放开贷款利率管制、2015年放开存款利率管制，

2018 年一季度货币政策首次提出“存贷款基准利率和货币和债券市场利率‘两轨’并

一轨”。2019 年央行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更是明确了“稳妥推进利率‘两轨并一

轨’，完善市场化的利率形成、调控和传导机制”。可见，利率并轨已经成为利率市

场化改革的“临门一脚”和“硬骨头”，踢好这“临门一脚”方显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真功夫。 

利率市场化程度不高不仅会扭曲资金价格，而且降低资金供求双方的总福利水

平。产生利率双规制，降低资金配臵效率和经济增长质量，加大商业银行运营成本，

导致不良率上升和盈利下降；降低银行间竞争水平，导致金融脱媒；利率双轨诱发

了金融机构规避监管，影子银行快速成长。 

首先，建立了以国债、SHIBOR 为代表的基准利率体系，为金融产品定价提供

参照。其次，探索建立利率走廊，充分发挥以 Shibor、DR007 为利率中枢、常备借

贷便利利率作为上限的利率走廊作用。第三，利率传导效率有所提升。利率市场化

改革还剩一些“硬骨头”，商业银行存款“搬家”现象突出，负债“同业化”，息差缩窄，

利率并轨当务之急并不是建立统一的锚，而是监管理念的转变。 

为了满足投资需求，世界上绝大数国家历史上均经历过不同程度的利率管制，

但是由于宏观经济波动，高通胀和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利率管制的弊端日益突出，

为了调整经济结构，各国纷纷推出了利率市场化改革。利率市场化改革之后，多数

国家和地区出现了实际利率水平上升现象，为了减轻利率市场化带来的冲击，各国

纷纷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完善金融风险防范和化解机制，为利率市场化改革顺利进

行提供制度保障。 

一是监管理念的转变。放松对商业银行存贷款指标的各种考核，推动商业银行

负债端多元化、市场化，只有监管理念的转变，商业银行行为才会发生改变，构建

行内统一的 FTP 曲线，将会提高存贷款利率对市场利率变动的敏感度。二是央行

确定基准利率。目前我国货币市场存在 R、DR、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利率、Shibor等

多种利率，央行需要确定基准利率，在此基础上根据风险大小提高最优贷款利率

LPR 对市场利率的敏感度。三是发展直接融资市场。直接融资市场发达，企业可以

通过市场化工具直接融资，这样央行只要调整货币市场利率，自然对其他金融资产

产生影响。四是推动商业银行转型。在利率双轨合并过程中，商业银行负债端成本

上升，净息差缩窄，应加快战略转型，实现商业银行规模扩张向质量扩张的转变。 

风险提示：监管力度持续加大、经济超预期反弹、通胀大幅上行、海外市场不

确定性增强、违约事件频率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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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宏观点评：同样的药方，不一样的味道 

近期货币政策边际上发生了微调，资金面略紧。央行定向操作会迟到，但不会

缺席。央行先是深夜辟谣定向降准，第二天紧接着开展 2674亿的 TMLF操作。一是

货币政策向防风险倾斜，一季度经济开局的确平稳，但也要注意到一季度宏观杠杆

率再度抬头，近期政治局会议再提结构性去杠杆，此外还要考虑下半年猪肉价格大

涨引发的结构性通胀，因此流动性不会像之前那样过于充裕。二是经济企稳的根基

不够牢固，并且目前这种企稳主要还是依靠地产和基建而非民营企业。因此，使用

TMLF 这种定向宽松的货币政策工具，既可以为民营企业注入中长期、低成本流动

性，又可以尽可能精准滴灌，引导资金进入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而非再

进入房地产和基建增加债务风险。三是 4 月流动性缺口较大，TMLF 有利于平抑资

金面波动。 

其一，降准臵换 MLF 实际上是央行在“缩表”，在 2018 年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

的时候比较常见，2019年经济开局平稳，政治局会议没有再提“六稳”目标，但新增

了“保稳定”，此时如果再降准臵换 MLF使资产负债表收缩，不利于传递“保稳定”的

信号。其二，不利于防风险，相对于 TMLF，降准的宽松信号过于强烈，全面降准

也好，定向降准也好，货币政策只是总量工具，无法控制最终资金流向，若资金流

入房地产或者在金融体系里空转，会增加债务风险、催生资产泡沫。其三，易纲行

长在两会记者会上表示下调存款准备金率还有一定空间，但比起前几年空间小很多，

这可能意味着，经过 2018年以来的多次降准后，央行会对降准时机会更加慎重。 

TMLF 操作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一是有助于降低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二是

有助于推动宽信用效果，逐步实现实体经济企稳。三是有利于中小微和民营企业发

展。TMLF的规模是观测本轮宽信用的标尺之一，如果未来观测到 TMLF的投放规模

和频率明显提升，则意味着银行风险偏好出现较大上升，民营企业宽信用效果逐渐

体现，实体经济得到本质上的支持。宽信用仅仅依靠 TMLF 还不够，再贷款、再贴

现以及中小银行实行较低存款准备金率的政策框架等结构性政策有望出台。 

对债市影响：进入四月份以来，我国货币政策出现了微调，通过结构性货币政

策工具甚至利率并轨在价上的调整将成为未来货币政策的重点，因此这时候讨论宽

松货币政策退出还为时尚早，未来货币政策在“灵活审慎”的前提条件下，维持“稳

中偏松”的总基调不会改变，在保持总量平衡的同时“降价”措施成为影响市场走

势的关键，货币政策的“边际变化”短期对债市影响较大，尤其是流动性在短期出

现边际收紧时，将会增加对债市的扰动，短期债市维持震荡行情。 

对股市影响：央行通过 TMLF 释放的流动性短期有助于提高资本市场预期，继

续提振股市市场情绪，释放的中长期资金可以直接降低上市银行负债端成本，直接

利好金融股，有助于金融板块行情修复；长期来看，随着宽货币向宽信用传导，有

助于提高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推动市场逐步走强。 

风险提示：政策落实不及预期。 

3、 公司研究 

3.1、 理邦仪器：一季报扣非净利润增长 326%超预期，经营持续向好业

绩拐点到来 

2018年收入 9.93亿元，同比增长 18%，净利润 0.93亿元，同比大幅增长 112%，

相比此前业绩预告 1.11亿元减少 1800万元，主要是公司对控股 51%子公司东莞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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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商誉进行了 1891万元减值，东莞博识主要经营磁敏分析仪 m16，2018年收入 1149

万元，同比增长 275%，亏损 1125 万元，受监管趋严影响，2018 年年报计提商誉减

值的上市公司不在少数，公司减值金额较低，我们预计，2019年收入有望 2000~3000

万，净利润有望扭亏，从而不再产生减值。公司扣非净利润 3848 万元，同比大幅

增长 368%，开始显著实现经营性净利润，政府补贴 4724 万元，相比 2017 年增加

1200万左右，在此前业绩快报中已经披露，符合预期。研发费用 1.78亿元，与 2017

年持平，公司开始成功合理控制研发支出，为公司费用率持续下降、净利润率持续

提升奠定基础。分产品看，IVD业务收入 1.15亿元（+43%），毛利率 48.47%（+1.33%），

预计随着规模优势，毛利率还将持续提升；监护类产品收入 3.26亿元（+13%），毛

利率 51.64%（-0.29%）妇幼保健类收入 1.79亿元（+8%），毛利率 60.63%（-0.40%）；

心电产品收入 1.69 亿元（+26%），毛利率 57.40%（-0.03%）；超声业务收入 1.07

亿元（14%），毛利率 52.09%（-4.30%）。 

2019年 1季度收入 2.7亿元，同比增长 16%，净利润 0.37亿元，同比增长 44%，

符合此前 30%~60%预告区间，扣非净利润 0.28 亿元，同比大幅增长 326%，超出市

场预期。单季度扣非净利润率 10.5%，表观净利润率 13.65%，均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公司 2018 年对营销体系进行大幅改革，对负责营销总经理及部分大区销售经理进

行更换，预计营销改革效果将陆续显现，全年收入增速有望前低后高。同时随着彩

超新产品的上市及 IVD业务的持续发力，公司全年收入增速有望实现 20%~30%的增

长。 

收入提速、毛利率提升、管理费用率逐年显著下降，公司从 2018 年开始已经

进入业绩加速增长期。我们预计，公司 2019~2021 年收入分别同比增长 25% /25% 

/23%，净利润 1.80 /2.64 /3.43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94% /47% /30%，当前股价

对应 2019~2021 年 PE 分别为 28 /19 /15 倍，PEG 显著小于 1，估值水平低于可比

公司，维持“强烈推荐”评级。 

风险提示：多个产品销售低于预期；新产品上市和推广低于预期；研发费用率

不能如期下降；毛利率不能如期提升；东莞博识商誉减值风险。 

3.2、 利尔化学：项目延后使短期业绩承压，看好公司长期发展 

公司公布 2019 年一季报，2019 年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18 亿，同增

12.48%，归母净利润 7225万，同降 37.51%，同时预计 2019年上半年净利 1.30-2.09

亿，同降 20%-50%。 

受市场竞争加剧影响，草铵膦市场价格自 2018年下半年以来逐步走低至 14.5

万/吨，公司 2019年一季度销售毛利率环比下滑 2.24个百分点至 29.83%，同时广

安项目受 2018年 11月事故影响，建设及投产进度低于预期，公司营收增长速度放

缓。 

费用方面，随着公司规模扩大，管理费用增加 1456万，同增 34.21%；公司加

大了研发投入，2019 年一季度研发费用大幅增长 4089 万，同增 128.81%，是业绩

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 

草铵膦是替代百草枯，解决草甘膦抗性问题的最优选择之一，市场前景广阔。

目前国内草铵膦仍主要采用格氏法生产，生产过程中废水量巨大，国内主要生产企

业完全成本在 12万/吨以上，行业低价竞争下，高成本的中小产能将加速出清。 

公司现有绵阳、广安两个生产基地，绵阳利尔草铵膦产线经过多次技改，实际

产能已达 10000 吨/年，不含税完全成本约 9 万/吨，在竞争中优势明显。在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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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在国内率先采用拜耳法工艺，草铵膦成本有望降至约 7 万/吨，带来碾压式

的成本优势。 

公司还规划有 1000吨/年氟环唑，3000吨/年 L-草铵膦等重磅产品，是稀缺的

创新型农化平台企业，依然具有长期投资价值。由于市场竞争加剧，我们下调公司

2019-2021年预计净利分别为 5.82（-1.83）、8.62（-1.25）、10.94亿，当前股价

对应 PE为 15、10、8倍，维持“强烈推荐”评级。 

风险提示：产品价格下降，新项目投产不及预期，转基因作物推广受阻。 

20497065/36139/20190425 08:16



 

 

2019-04-25 晨报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免责声明 -9- 证券研究报告 

特别声明 

《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已于2017年7月1日

起正式实施。根据上述规定，新时代证券评定此研报的风险等级为R3（中风险），因此通过公共平台推送的研报其

适用的投资者类别仅限定为专业投资者及风险承受能力为C3、C4、C5的普通投资者。若您并非专业投资者及风险

承受能力为C3、C4、C5的普通投资者，请取消阅读，请勿收藏、接收或使用本研报中的任何信息。 

因此受限于访问权限的设臵，若给您造成不便，烦请见谅！感谢您给予的理解与配合。 

分析师声明 

负责准备本报告以及撰写本报告的所有研究分析师或工作人员在此保证，本研究报告中关于任何发行商或证券

所发表的观点均如实反映分析人员的个人观点。负责准备本报告的分析师获取报酬的评判因素包括研究的质量和准

确性、客户的反馈、竞争性因素以及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整体收益。所有研究分析师或工作人员保证他们报

酬的任何一部分不曾与，不与，也将不会与本报告中具体的推荐意见或观点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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