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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工制造行业：木浆下跌、增值税下调洁柔利润弹性测算，继续
看好——轻工制造周报 2019 年第 16 期
本周市场情绪有所波动，轻工板块调整幅度较大。
（张潇，邹文婕）

个股研究

资料来源：长城证券研究所

海天味业（603288）
：业绩稳延续，“三五”开门红：维持推荐
业绩稳延续，“三五”开门红（黄瑞云）
恒为科技（603496）：业绩符合预期，毛利率持续提升：维持强烈
推荐
司于 4 月 25 日晚间发布 2019 年一季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
业收入 1.08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9.4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0.25 亿元，同期增长 32.54%。（周伟佳，李雪薇）
创业慧康（300451）：医疗领域业务保持稳健增长，三大事业群助
力公司战略聚焦化：维持强烈推荐
公司于 4 月 25 日晚间发布 2018 年年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
业收入 12.90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1.9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2.13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0.28%。（周伟佳，
李雪薇）

资料来源：长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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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与个股
行业研究：


轻工制造行业：木浆下跌、增值税下调洁柔利润弹性测算，继续看好——轻工制造周报 2019 年第 16 期
本周市场情绪有所波动，轻工板块调整幅度较大。本周，上证综指下跌 3.89%，轻工制造指数下跌 6.03%，跑输
上证综指 2.14%，在申万 28 个版块中排名第 23。轻工制造板块细分行业涨跌幅由高到低分别为：家用轻工Ⅱ
（-5.44%）
、造纸Ⅱ（-5.67%）
、包装印刷Ⅱ（-7.3%）
。上周板块成交量下降 1673.14 万手，周环比-26.26%。个股
方面，德尔未来（+17.69%）
、美利云（+12.46%）
、珠江钢琴（+7.7%）涨幅靠前；美克家居（-17.63%）、安妮股
份（-16.03%）
、ST 升达（-13.9%）跌幅靠前。
2019Q1 基金持仓分析：轻工板块的超配持续下滑。2019Q1 超配比例为-0.01%，较 2019Q4 降低 0.46%，机构投
资者对轻工板块标的持续减持，轻工制造各子板块配置比例均出现持续下滑。细分子行业来看，2019Q1 家用轻
工、造纸、包装印刷的配置比例分别为 1.01%、0.17%和 0.14%，分别环比分别下降 0.17 pcpts、0.17pcpts 和 0.08
pcpts。细分板块中，机构仍偏好家具板块，未来我们重点看好随着地产回暖，家用轻工龙头持仓比例回升。
必选消费：日用品社零增速自 18 年初以来持续走高，表现出较强确定性及成长性，建议重点关注生活用纸龙头
【中顺洁柔】
，18 年受木浆价格波动盈利承压，随着浆价下跌及人民币升值，有望迎来盈利拐点。中长期看，公
司不断拓品类打开成长天花板，进军美妆个护领域，是最具有成长性的生活用纸品牌。我们测算了洁柔的毛利
率对木浆价格的弹性，若木浆价格下跌 500 元/吨，将释放 2.4 亿元毛利率，提升净利率 2.90% 。此外，4 月 1
日起，增值税率从 16%下降至 13%，据我们测算，若含税售价不变，不含税售价将提高 3.54%，若期间费用保
持不变，将对净利率贡献 3.03pcpts 增长，但该情景为最理想情况，实际情况下公司或需要与终端消费者共享增
值税降低的收益，因此净利率实际受益程度或低于 3.03pcpts
。
测算原理：增值税属于价外税，即增值税不进入利润表，无论企业实际缴纳的增值税金额是否发生变化，都不
对利润表构成影响。但是消费者购买商品时以含税价格结算，若消费者付出成本不变，企业实际不含税售价提
高（即计入利润表的部分）
，收入增加。实际情况中，由于市场竞争环境及议价力的不同，企业可能选择降低不
含税售价（影响收入端）或加大促销力度（影响期间费用）的方式将减税收益部分让利给下游消费者。我们测
算时假设让利以降价形式进行，期间费用绝对值不变。而在成本端，由于洁柔纸浆全部为进口浆，国际市场浆
价不会因为国内增值税政策变化而调整，因此成本端维持稳定。增值税附加税计算公式为增值税附加税=（进项
税额-销项税额）*附加税率，附加税率以 12%计算。
家用轻工：本周顾家家居、尚品宅配、索菲亚发布一季报，后续业绩有望触底回升。本周家具板块的顾家家居
（营收 24.60 亿元，同比+32.9%，归母净利润 2.95 亿元，同比+10.04%）
、尚品宅配（营收 12.74 亿元，同比+15.66%，
归母净亏损 0.23 亿元，同比+31.56%）
、索菲亚（营收 11.85 亿元，同比-4.67%；归母净利润 1.07 亿元，同比+3.69%）
发布一季报，定制企业压力尚存，但后续随着地产销售回暖及各公司在大家居、整装上的布局进入收获期，业
绩有望触底反弹，推荐关注行业领军者【欧派家居】、轻资产模式布局整装的【尚品宅配】、推进精细化零售改
革、19PE 仅 16x 的【好莱客】
。软体方面，TDI 价格本周上涨 17.85%，MDI 下跌 1.1%，聚醚下跌 1.7%，前期
MDI 上涨过快与 TDI 价格出现分歧，价格已开始回落。后续来看，尽管 TDI 及 MDI 厂商调升挂牌价，但下游需
求仍然较弱，后续持续涨价支撑较弱。推荐关注【梦百合】，短期调整不影响长期价值，中长期看记忆棉床垫有
效提高睡眠质量，渗透率不断提升；公司内销改革初见成效，有望迎来放量；OBM 转型持续推进，自主品牌份
额逐年提升，长期有望成长为全球睡眠科技品牌。同时推荐关注沙发龙头【顾家家居】及【敏华控股】
。
包装造纸：第六批外废核定量 22.48 万吨，约为去年同期的 74%，外废进口量或将延续收缩趋势。价格方面，本
周废纸、文化纸价格上涨，木浆、包装、生活用纸价格下跌，但变动幅度较小，整体表现平稳。文化纸提价平
稳，推荐关注【太阳纸业】
。包装纸价格已跌至年初低位，包装企业成本压力较低，重点推荐 QSR 包装独家卡位
外卖平台限塑令，包装二维码营销有望放量、跨境电商业务瞄准东南亚蓝海市场的【吉宏股份】
。推荐关注打通
产业链，建立废纸回收-造纸-包装完成产业结构，有望成长为中国 Westrock 的【山鹰纸业】。包装方面推荐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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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大包装战略，与中烟深度合作探索电子烟的【劲嘉股份】
；客户持续多元化的【裕同科技】。
风险提示：原材料价格快速上涨或下跌；环保政策放松；地产调控超预期，景气度下滑
（证券分析师：张潇（执业资格证书编号：S1070518090001）;联系人：邹文婕（从业证书编号：S1070119010007））

个股研究：


海天味业（603288）：业绩稳延续，“三五”开门红：维持推荐
事项：公司发布 2019 年一季报，Q1 实现营业收入 54.9 亿元、同增 17.0%，归母净利润 14.8 亿元、同增 22.8%，
扣非归母净利润 14.0 亿元、同增 21.5%，实现每股收益 0.55 元。
Q1 业绩符合预期。Q1 收入同增 17.0%，基本与去年同期持平。Q1 期间费用率为 14.06%、同降 2.1pct，净利润
增速为 22.8%，符合市场预期。
高端酱油、蚝油仍加速，收入延续稳健态势。Q1 公司营收同增 17.0%，符合市场预期。分产品来看，18 年酱油
增速 15.9%，我们预计酱油增速维持在 15%左右，其中高端增速±20%、低端个位数增长；蚝油增速±25%，保
持快速放量；调味酱预计个位数增长。Q1 预收账款 13.0 亿、同增 32.2%，经销商打款积极，渠道库存处于良性，
预计 2Q19 保持稳定增长。
费用率稳中有降，净利率维持高位。一季度公司净利润同增 22.8%，净利率为 26.9%，依然在历史高位运行，主
要受益于产品结构升级、销售费用率下降等。1Q 整体毛利率为 45.8%、同比下降 0.92pct，主要是毛利率相对较
低的蚝油增速加快。从费用率来看，销售费用率同比下降 1.15pct 至 12.0%，预计是季度之间调节，全年销售费
用率大概率保持略降趋势；管理费用率（考虑研发费用在内）为 3.5%、同降 0.19pct；由于利息收入增加，财务
费用率下降 0.78pct。公司的费用率保持稳定，19 年净利有望保持稳增长。
品类、渠道齐发力，
“三五”力争两位数复合增长。19 年是“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一季度实现开门红。根据
公司计划，未来五年将继续在品类、渠道上发力，力争两位数的复合增长。从产品来看，1）公司酱油销量的市
占率不到 20%，随着高明基地新增 100 万吨产能释放，高端酱油占比未来 5 年将提升至 50%；蚝油处于培育扩
容阶段，调味酱多元化需求广阔，三大核心品类尚有发展空间。2）醋类、料酒的集中度较低，行业发展空间较
大，海天的食醋品类齐全，规模快速增长，料酒业务通过收购兼并扩张的概率较大，一旦公司在这些品类发力，
借助渠道和品牌，将很快实现放量。从渠道来看，公司一是加强对三四线城市空白和薄弱市场开发，二是产品
种类的渠道下沉。未来公司毛利率中枢上移是大概率事件，叠加费用率降低，净利率水平有望稳步提升。
盈 利 预 测 与 投 资 建 议 。 我 们 预 计 19-21 年 营 收 增 速 分 别 为 17.0%/16.0%/14.5% ， 净 利 润 增 速 分 别 为
20.4%/19.8%/18.2%，EPS 分别为 1.95/2.37/2.77 元，对应 PE 分别为 45/37/31X，维持“推荐”评级。
（证券分析师：黄瑞云（执业资格证书编号：S1070518070002））



恒为科技（603496）：业绩符合预期，毛利率持续提升：维持强烈推荐
营收稳健增长，单季毛利率达到 60%以上：作为行业领先的网络可视化基础架构供应商，公司充分受益于流量
爆发、制式升级所带来的行业高景气度，2019Q1 实现营业收入 1.08 亿元，同比增长 9.42%。此外，公司持续重
视在下游应用的研发投入，主要产品和解决方案保持竞争优势，市场地位进一步增强，第一季度产品综合毛利
率为 60.99%，同比上升 12.27 个 pct。
受销售力度加大、股权激励等因素影响期间费用率有所上升：期间费用方面，Q1 整体期间费用率有所提升，达
到 41.75%，同期上升 10.72 个百分点，主要受销售力度加大、股权激励等因素影响。其中，销售费用达到 551.22
万元，同比增长 109.12%，销售费用率为 5.08%，较上年同期上升 2.42 个 pct，主要是销售人员薪资增加以及市
场费用增加所致，也体现了公司在国家政策的积极推动、5G、物联网、SDN/NFV 等网络技术持续演进、互联网
用户规模扩大、应用场景丰富完善的情况下公司对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市场的推广力度。管理费用率达到了 38.24%
（包括研发费用）
，较去年同期提升了 9.88 个 pct，主要是本期存在股权激励计提股份支付共约 491 万元及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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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增加导致薪酬支出增加影响，若扣除计提的股权激励支付费用影响，管理费用率为 33.71%，较上年同期增
长约 2 个百分点，
第一季度研发投入达到 2,680.95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34.47%，研发投入占营收比例达 24.73%。
财务费用率为-1.58%，主要是公司优化现金管理，增加利息收入所致。此外，公司第一季度实现其他收益 888.92
万元，同比提升 143%，在一定程度上增厚了公司一季度的业绩，其增长主要是受到软件增值税即征即退和政府
项目补助增加所致。
投资建议：我们预计公司 2019-2021 年将实现营业收入 5.89 亿元、7.58 亿元、10.04 亿元，实现归母净利 1.49 亿
元、1.97 亿元、2.62 亿元，对应 EPS 分别为 0.80 元、1.07 元、1.42 元，对应 PE 分别为 40 倍、30 倍和 23 倍。
考虑到公司在网络可视化领域的优势地位和嵌入式国产化自主可控产品的成长空间，我们看好公司未来业绩爆
发潜力，继续维持“强烈推荐”评级。
风险提示：公司新增订单情况不及预期的风险；公司自主可控领域布局成效不及预期的风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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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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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业慧康（300451）：医疗领域业务保持稳健增长，三大事业群助力公司战略聚焦化：维持强烈推荐
公司医疗业务支撑整体业绩稳健增长，未来慧康物联医疗端有望贡献收入：2018 年公司实现营收 12.90 亿元，
同比增长 11.91%；实现归母净利润 2.13 亿元，同比增长 30.28%，增长态势不减。2018 年公司医疗业务占据了
营业总收入的 64.45%，同比增长 12.37 个百分点，主要是由于医疗行业稳健增长以及慧康物联收入小幅下降所
致。2018 年医疗端贡献收入 8.32 亿元，同比增长 38.49%，是公司业绩增长的主要驱动力。2018 年公司医疗卫
生信息化业务中标千万级大单 10 余个，其中“淄博市中心医院信息化建设项目”以 5,280 万元创出公司单合同
中标金额新高。另一方面，公司基于大数据业务的订单总额过亿，2019 年 1 月正式中标金额 1.47 亿元的福建医
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基于大数据的智能医院建设项目，充足的在手订单将为未来业绩增长奠定良好基础。此外，
子公司慧康物联（原博泰服务）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 3.97 亿元，收入端虽有小幅下降，但净利率有所提升，全
年实现净利润 1.17 亿元，完成 2018 年度业绩对赌，随着公司的医疗物联网事业群的组建完成，慧康物联有望在
2019 年创造更多医疗业务收益。
医疗业务毛利率略有提升，期间费用率保持稳定，研发投入继续加大：以行业划分，公司 2018 年医疗行业毛利
率为 54.09%，较去年提升 0.16ptc，相对保持稳定；非医疗行业毛利率 41.90%，较去年下降 1.61ptc，主要系子
公司慧康物联的产品毛利率下降所致。期间费用率为 31.67%，波动不大，整体保持稳定。其中，销售费用率为
9.26%，较去年同期下降 0.12ptc；管理费用率（含研发费用）为 21.82%，较去年下降 1.44ptc，主要是由于公司
于 2018 年开始将部分研发资本化所致；财务费用率 0.58%，较去年提升 0.76ptc，主要系本期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在研发投入方面，2018 年公司发生研发投入 16,271.35 万元，同比增长 40.60%，占公司营业收入的 12.61%。其
中，研发支出资本化的金额 3,286.11 万元，占研发投入的比例 20.20%，资本化研发支出占当期净利润的比重
14.93%。
2019Q1 业绩增长趋势明确，
“健康城市”再下一城：公司 2019 年 Q1 实现营收 3.20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5.87%；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211.52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0.62%。利润增速超营收增速主要是由于公
司将部分研发支出资本化（资本化比例约为 20%）导致管理费用率同期下降所致。今年年初，公司医疗卫生信
息化业务捷报频传，中标福建协和医院 1.47 亿元智能医院建设项目，创出订单金额行业新高，另与自贡市签订
《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建设和运营合作协议》
，公司“健康城市”建设和运营业务再下一城，为公司 2019 年业绩
稳健增长打下基础。
投资建议：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医疗信息化领域，产品基本涵盖整个医疗结构的所有业务系统；同时，
公司目前已拥有约 200 余家三级医院、1000 余家二级医院和 340 个区域卫生的客户群体。此外，公司已将内部
业务部分重新划分为医疗卫生信息化事业群、医疗物联网事业群以及医疗互联网事业群，公司业务的发展也在
各个方向逐步清晰和聚焦。在当前医疗信息化快速发展的市场环境下，公司有望凭借在中小型医院、核心客户
的优势以及在公卫领域的经验积累充分受益行业的高速发展。另一方面，根据各大招标网站的不完全统计，公
司 2018 年度新增订单约为 6 亿元，2019 年 Q1 新增订单 2.5 亿，充足的在手订单也将为公司未来 1-2 年业绩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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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实的基础。我们预测公司 2019-2021 年分别实现收入 18.55、24.22、29.57 亿元，实现净利润 2.88、4.03 和 5.24
亿，参考 4 月 25 日收盘价，对应 PE 分别为 42 倍、30 倍和 23 倍，维持强烈推荐评级。
风险提示：业务发展不及预期的风险；行业政策与市场招标落地速度不及 预期的风险；商誉存在减值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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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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