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数
收盘
名称
（点）
上证指数 3123
.83
深证综指 1688
.25

风格指数

1日
-2.4
3
-3.4
1

涨跌（％）
5日
1月
-3.8
9
-4.2
0

0.63
-0.75

-2.01
-4.14
-3.38

行业涨幅
前5名

昨日涨
幅（％）

畜禽养殖
机场
动物保健
饲料
林业

0.95
0.46
-0.31
-0.62
-0.73

行业跌幅
前5名

昨日跌
幅（％）

农业综合
其他休闲服
金属制品
务
环保工程及
金属非金属
服务
新材料

-6.20
-6.10
-5.27
-5.16
-5.14

6.24
-1.68
-0.55

23.22
33.98
29.45

1 个月涨 6 个月涨
幅（％） 幅（％）
51.95
100.50
-7.06
79.97
-22.53

 泸州老窖（000568）18 年报&19Q1 点评：季报超预期 脚踏实地 行
稳致远

昨日表现 1 个月表现 6 个月表
（％）
（％） 现（％）

大盘指数
小盘指数
中盘指数

2019 年 4 月 26 日 星期五

今日重点推荐

51.95
100.50
-7.06
79.97
-22.53

1 个月跌 6 个月跌
幅（％） 幅（％）
9.32

9.32

-14.42
-38.07
0.48

-14.42
-38.07
0.48

 事件：公司发布 2018 年报和 2019 年一季报，2018 年实现营收 130.55
亿，同比增长 25.6%，归母净利润 34.86 亿，同比增长 36.27%，EPS
为 2.38 元。我们在业绩前瞻中预测公司 2018 年营收和归母净利润分别
同比增长 25%和 34%，公司 2018 年业绩符合预期。19Q1 实现营收
41.69 亿，同比增长 23.72%，归母净利润 15.15 亿，同比增长 43.08%，
我们在业绩前瞻中预测公司 19Q1 营收和归母净利润分别同比增长 20%
和 26%，公司业绩超预期。
 合并 18Q4+19Q1，营收同比增长 23%，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39%。
2018 年拟以总股本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15.5 元（含税）。
2019 年经营计划：力争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5%-25%。
 投资评级与估值：由于公司业绩超预期，上调 2019-2020 年盈利预测，
新增 2021 年盈利预测，预测 2019-2021 年 EPS 为 3.18 元、4.02 元、
4.86 元（前次 2019-2020 年预测 EPS 为 2.95 元、3.55 元），同比增
长 32%、26%、21%，当前股价对应的 PE 分别为 22x、18x、15x，目
标价 85 元，对应 2019 年 PE 27x，2020 年 PE 21x，维持买入评级。
我们认为泸州老窖是本轮行业周期中，基本面发生实质变化的公司之一，
公司在过去 3 年重新构筑了扁平化的渠道模式和销售体系，清晰的梳理
了覆盖高中低的五大单品矩阵，并持续聚焦投入，打造国窖 1573 和泸
州老窖双品牌的品牌力。2018 年公司主动在渠道层面提前调整布局，目
前看渠道掌控力已大幅提升，国窖 1573 在高端酒中的体量已超过上轮
高点，目前价盘和库存均处良性状态，特曲 60 版、窖龄酒和老字号特
曲等中高价产品也均有布局并稳定增长。在行业进入挤压式竞争的背景
下，公司有能力把握行业机遇，实现良性、持续、快速增长。
 国窖 1573 实现高动销良性增长，产品结构明显提升。19Q1 利润增速
明显超收入增速，毛利率提升与费用率下降带来净利率提升。现金流增
速慢于收入增速，主因应收票据增加。
 高质、良性、可持续增长，长跑能力充分显现。

证券分析师
雷蕾 A0230518070006
leilei@swsresearch.com

 公告《发行公司债预案》。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40 亿，期限不超过 5
年，主要用于酿酒工程技改项目二期，信息管理系统智能化升级等项目。
目前酿酒工程一期正在推进，2018 年在建工程账目价值 30 亿，项目进
度 40%。整个项目共分为两期，此次发债是为二期做准备。建成后将有
效提高中高端优质基酒的酿造和储存能力，提升生产的现代化水平，保
障公司中长期产能供应和持续发展。
 股价表现的催化剂：业绩超预期
 核心假设风险：经济下行影响中高端白酒整体需求
(联系人：吕昌/周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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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重点推荐报告
泸州老窖（000568）18 年报&19Q1 点评：季报超预期 脚踏实地 行稳致远

今日推荐报告
中国神华（601088）2019 年一季报点评：业绩超预期小幅上涨，公司修复财报、调整煤炭销
售结构等多举措冲抵煤价下跌对利润影响
中航光电（002179）一季报点评：军品稳健+民品弹性共促盈利预测上调，坚定看好军工稀缺
白马加速成长确立
水星家纺(603365)2019 年一季报点评：线下店效稳步提升，线上调整后有望逐季提速
罗莱生活(002293)2018 年报及 2019 年一季报点评：电商结构平稳切换，积极调整有望迎来复
苏
湖北能源（000883）18 年年报及 19 年 1 季报点评：来水偏枯拖累业绩 期待蒙华铁路投产释
放火电弹性
中直股份（600038.SH）2019 年一季报点评：订单充足产能加速释放，内外经营环境改善增厚
业绩
云天化（600096）2019 年一季报点评：资产负债率稳步下降，磷化工景气度持续
寒锐钴业（300618）2018 年报及 2019 一季报点评：符合预期，钴价到达底部区域，维持增
持评级
美年健康（002044）点评：年报业绩符合预期，龙头地位进一步巩固
中航电测（300114）2019 年一季报点评：2019Q1 业绩符合预期，看好公司未来增长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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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股份（002368）公司点评：转型仍需时间，19 年投入仍大
海油工程（600583）点评：一季度同比减亏，受益油服行业景气向上
常熟银行（601128）点评：业绩超预期不良创新低，维持龙头银行首推组合
巨化股份（600160）2019 年一季报点评：烧碱、氟化工产品价格同比下滑，业绩略低于预期
中国核电（601985）2018 年报及 2019 年一季报点评：多因素拖累业绩增速 2019 年核电有
望大规模重启
先河环保(300137)2018 年年报及 2019 年一季报点评：年报业绩符合预期 看好监测长期竞争
力
伊利股份（600887）2019 年一季报点评：收入高增市占率持续提升，战略看好维持买入评级
玲珑轮胎（601966）一季报点评——产销量稳步提升，Q1 业绩符合预期
华能水电（600023）18 年年报及 19 年 1 季报点评：下半年来水大幅好转 转让股权获得大额
投资收益
森马服饰(002563)2018 年报点评：18Q4 内生增长加速，外延并表完成，业绩符合预期
中国国航（601111）2019 年一季报点评：混改干扰收入增速，扣汇利润大幅增长
招商证券(600999)一季报点评：子公司投资收益超预期，未来投行业务空间可期
中国人寿（601628）2019 一季报点评：新业务价值高增 28%，投资收益大幅改善
苏州科达（603660）一季报点评：成长性保持优异，预期差修复空间大
中航机电（002013.SZ）2019 年一季报点评：降费增效、研发加力确保稳增长
华测检测（300012）2018 年年报点评：业绩符合预期 新总裁出任管理改善
博世科（300422）2018 年年报及 2019 年一季报点评：一季报低于预期 股权激励提信心
三利谱（002876）19Q1 点评：不利因素消化完毕，订单充足且募投产线，提供持续增长动力
大亚圣象（000910）19Q1 点评：零售端 19Q1 仍承压，工程业务持续高增长

3

请务必仔细阅读正文之后的各项信息披露与声明

20512656/36139/20190426 09:09

第 2 页 共 39 页

简单金融 成就梦想

申万宏源晨会纪要
申万宏源晨会纪要

海通证券 2019 年一季报点评：业绩大超预期，大自营弹性显现，上调全年业绩预测
“供需双强”到“供强需弱”，钢价将持续承压—公历第 17 周库存数据点评
中国银河(06881 HK)点评：市场反弹
荣盛石化（002493）点评：业绩符合预期，看好浙石化一体化项目国际竞争力
恩捷股份（002812）年报点评：上海恩捷并表实现业绩承诺，全球湿法隔膜龙头地位确立
万润股份（002643）一季报点评：业绩符合预期，波动主要源于汇率影响
南极电商(002127)点评：Q4 南极人品牌超预期，货币化率表现优异，维持买入
索菲亚（002572）19 年一季报点评：19Q1 业绩阶段性承压；接单回暖，收入增速有望逐季
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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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今日推荐报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昨日报告推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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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重点推荐报告
泸州老窖（000568）18 年报&19Q1 点评：季报超预期 脚踏实地 行稳致远
事件：公司发布 2018 年报和 2019 年一季报，2018 年实现营收 130.55 亿，同比增长 25.6%，归母净利润 34.86



亿，同比增长 36.27%，EPS 为 2.38 元。我们在业绩前瞻中预测公司 2018 年营收和归母净利润分别同比增长
25%和 34%，公司 2018 年业绩符合预期。19Q1 实现营收 41.69 亿，同比增长 23.72%，归母净利润 15.15
亿，同比增长 43.08%，我们在业绩前瞻中预测公司 19Q1 营收和归母净利润分别同比增长 20%和 26%，公司
业绩超预期。合并 18Q4+19Q1，营收同比增长 23%，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39%。2018 年拟以总股本为基数，
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15.5 元（含税）。2019 年经营计划：力争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5%-25%。
投资评级与估值：由于公司业绩超预期，上调 2019-2020 年盈利预测，新增 2021 年盈利预测，预测 2019-2021



年 EPS 为 3.18 元、4.02 元、4.86 元（前次 2019-2020 年预测 EPS 为 2.95 元、3.55 元），同比增长 32%、
26%、21%，当前股价对应的 PE 分别为 22x、18x、15x，目标价 85 元，对应 2019 年 PE 27x，2020 年 PE 21x，
维持买入评级。我们认为泸州老窖是本轮行业周期中，基本面发生实质变化的公司之一，公司在过去 3 年重新
构筑了扁平化的渠道模式和销售体系，清晰的梳理了覆盖高中低的五大单品矩阵，并持续聚焦投入，打造国窖
1573 和泸州老窖双品牌的品牌力。2018 年公司主动在渠道层面提前调整布局，目前看渠道掌控力已大幅提升，
国窖 1573 在高端酒中的体量已超过上轮高点，目前价盘和库存均处良性状态，特曲 60 版、窖龄酒和老字号特
曲等中高价产品也均有布局并稳定增长。在行业进入挤压式竞争的背景下，公司有能力把握行业机遇，实现良
性、持续、快速增长。
国窖 1573 实现高动销良性增长，产品结构明显提升。国窖 1573 依靠渠道精细化运作以及空白市场突破，继



续保持稳定较快增长。2018 年高档酒国窖 1573 营收 63.78 亿，同比增长 37%，高档酒占比 48.85%，同比
提升 4.13 个百分点，我们预计高档酒收入增长主要是销量贡献。中档酒泸州老窖特曲和窖龄酒营收 36.75 亿，
同比增长 28%，保持较快发展势头。低档酒头曲二曲等营收 28.07 亿，同比增长 8%，低档酒实现恢复增长。
19Q1 收入增长 23.72%，结合渠道反馈，我们预计 19Q1 国窖 1573 收入同比增长约 30%，中档酒特曲窖龄
增长 20%以上，产品结构进一步提升。
19Q1 利润增速明显超收入增速，毛利率提升与费用率下降带来净利率提升。2018 年销售净利率 26.89%，同



比提升 1.86 个百分点，净利率提升主因毛利率提升。毛利率 77.53%，同比提升 5.6 个百分点，毛利率大幅提
升主因高档酒占比提升与中低档酒毛利率提升。税率 12.3%，同比略降 0.54 个百分点。销售费用率 25.99%，
同比提升 2.79 个百分点，主因加大广告宣传和市场促销力度，其中，广告宣传费及市场拓展费用同比增长 41%。
管理费用率（含研发费用）6.01%，同比提升 0.53 个百分点。19Q1 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43.08%，剔除投资
收益的归母净利润增速为 41.7%，利润增速明显超收入增速。19Q1 销售净利率 37.28%，同比提升 4.31 个百
分点，净利率达到 2014 年以来高点，净利率提升主因毛利率提升与费用率下降。销售毛利率 79.15%，同比
提升 4.48 个百分点，毛利率达到上市以来最高点，毛利率提升主因产品结构提升与低档酒毛利率的大幅提升。
税率 11.53%，同比提升 1.33 个百分点。销售费用率 16.93%，同比下降 1.27 个百分点，费用率下降主因 2019
年老窖逐步收回渠道费用提升费用的使用效率。管理费用率（含研发费用）3.9%，同比下降 0.26 个百分点，
现金流增速慢于收入增速，主因应收票据增加。2018 年末预收款 16.04 亿，环比三季度末增加 1.92 亿。2018



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42.98 亿，同比增长 16.04%，其中，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48.28 亿，
同比增长 19.38%，现金流增速慢于收入增速，主因应收票据增加。19 年一季度末预收款 12.86 亿，环比下降
3.18 亿，18 年一季度末预收款环比下降 5.69 亿。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5.61 亿，同比增长 60.99%，现
金流增速表现亮眼主因支付的各项税费增速较低。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41.58 亿，同比增长 16.2%，
现金流增速慢于收入增速，主因票据使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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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良性、可持续增长，长跑能力充分显现。茅五批价上行将使国窖受益，节后国窖 1573、窖龄 90 年、老



字号特曲先后提价挺价。当前国窖 1573 的批价逐步回升到 740-760 元，扁平化模式下，厂家对库存掌控力很
强，渠道和终端库存不高在 1-2 月，且今年来公司适度缩减了渠道和终端费用投放，提升了管理效率。我们认
为在行业挤压式竞争的背景下，公司有能力把握行业机遇，实现良性、持续、快速增长。
公告《发行公司债预案》。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40 亿，期限不超过 5 年，主要用于酿酒工程技改项目二期，



信息管理系统智能化升级等项目。目前酿酒工程一期正在推进，2018 年在建工程账目价值 30 亿，项目进度
40%。整个项目共分为两期，此次发债是为二期做准备。建成后将有效提高中高端优质基酒的酿造和储存能力，
提升生产的现代化水平，保障公司中长期产能供应和持续发展。


股价表现的催化剂：业绩超预期



核心假设风险：经济下行影响中高端白酒整体需求

(联系人：吕昌/周缘)

今日推荐报告
中国神华（601088）2019 年一季报点评：业绩超预期小幅上涨，公司修复财报、调整煤炭销售结
构等多举措冲抵煤价下跌对利润影响
事件：
4 月 26 日公司公告 2019 年一季报业绩，公司营业收入 570.11 亿元，同比下降 9.5%；营业成本 330.96 亿元，



同比下降 12.3%，归母净利润为 125.87 亿元，同比增长 8.2%；业绩超市场预期。
投资要点：
公司受累量价齐跌业务毛利减少，但是受益于成本控制，整体毛利率小幅提升。一季度实现毛利 239.42 亿元，



毛利率 42%，同比提升 2 个百分点； 从各业务分部来看，取合并抵消前的数据，报告期内煤炭分部实现毛利
127.17 亿元，煤炭分部毛利率 28.6%，提高 0.7 个百分点。发电业务毛利 35.84 亿元，毛利率 23.8%，提高
2.9 个百分点。尽管毛利率小幅提升，但是公司整体毛利同比下滑 13.14 亿元，剔除掉电力资产划转影响 7.86
亿元整体影响后，毛利下降 5.28 亿元。其中煤炭业务受产地安监影响，煤炭销量 1.05 亿吨，同比下滑 3%，
且吨煤售价 411 元/吨，同比下跌 6.6%，导致煤炭业务毛利下滑 9.13 亿元。
财务报表修复增厚税前利润 11.28 亿元。公司一季度期转回部分以前年度计提的资产减值损失 1.4 亿元；另外



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允价值上升 3.08 亿元；除此之外公司减少少数股东损益损失 2.87 亿元；公司大规模修复报
表。财务费用方面，由于公司持有大量现金，带来利息 3.48 亿元综合使得公司报告期内财务费用同比减少 3.93
亿元。2019 年一季度的财务报表的修复增厚税前利润 11.28 亿元，并促使公司一季度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8.2%。
主动调整煤炭销售结构，冲抵煤价下跌对业绩影响。公司调整煤炭销售结构，大幅降低吨煤售价相对较低的现



货煤量比，由 2018 年一季度的 19.4%下调至 10.7%。而售价相对较高的年度长协和月度长协煤销售量比分别
由 44.7%提高至 48.5%、35.9%提高至 40.8%；一定程度上冲抵煤价下跌对公司利润影响。
2019 年后三季度煤价上涨叠加黄大铁路通车持续增厚公司业绩。2019 年煤价走势呈现前低后高趋势，预计随



着后三季度随着煤价的持续上涨，将使得公司业绩逐步小幅提升。除此之外， 2019 年下半年黄大铁路有望通
车，将为公司增加煤炭销量 4000 万吨，预计为铁路和煤炭两业务板块，年化综合增厚净利润高达近 25 亿元。
盈利预测与评级：公司运营平稳，对公司 2019-2021 年业绩预测不做调整，预计公司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459



亿元、499 亿元、519 亿元，EPS 为 2.31 元、2.51 元和 2.61 元。公司 19 年 PE 8 倍。我们采用企业价值倍数

6

请务必仔细阅读正文之后的各项信息披露与声明

20512656/36139/20190426 09:09

第 5 页 共 39 页

简单金融 成就梦想

申万宏源晨会纪要
申万宏源晨会纪要

（EV/EBITDA）估值方法，测算公司合理市值应为 5236 亿元，折算 PE 12 倍，当前估值折价幅度为 35%。维
持公司“买入”评级。
风险提示：煤价下跌，公司管理层变动影响公司经营。



(联系人：孟祥文/刘晓宁/施佳瑜)

中航光电（002179）一季报点评：军品稳健+民品弹性共促盈利预测上调，坚定看好军工稀缺白
马加速成长确立
事件：公司发布 2019 年一季度报告：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1.56 亿元，
同比增速为 45.95%，
上年同期值为 3.86%；



实现归母净利润 2.33 亿元，同比增速为 39.14%，上年同期值为-8.89%；实现扣非后归母净利润 2.30 亿元，
同比增速为 40.78%，上年同期值为-9.40%；母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7.34 亿元，同比增速为 56.64%，实现净
利润 2.17 亿元，同比增长 33.23%。公司业绩远超市场预期
点评：公司 Q1 业绩增速远超市场预期，规模效应引起的期间费用率下降幅度大于军民品结构调整导致的销售



毛利率下降幅度，或是促使整体业绩高增长的主要因素。公司 Q1 营收增速实现 45.95%，我们分析认为，军
品新一轮需求扩张周期带来的需求释放红利，叠加 5G、新能源等新兴下游领域的需求释放或是驱动公司营收
规模扩大的主要原因，同期归母净利润增速实现 39.14%，营收规模大幅上升增厚业绩；盈利能力方面，Q1 实
现毛利率 32.72%，较上年同期降低 2.37pct，可能是高毛利的军品增速慢于低毛利民品的增速所致，但同期三
费同比增速低于营收增速，规模效应支撑的费用管控能力强化趋势凸显，公司实现期间费用率 17.60%，较上
年同期下降 3.15pct，下降幅度大于毛利率下降幅度，毛利率的下降并未影响业绩的稳健增长
经营活动净流入同比高增长，主要受益于收入快速扩张背景下现金回款状况明显改善，以及存货规模保持稳定



情况下现金占用大幅减少。公司 Q1 实现经营性现金流净额-0.18 亿元，同比增长 93.64%，现金流量状况大幅
改善。从经营活动净流入来看，公司 Q1 实现经营活动净流入 13.26 亿元，同比增长 16.60%，同期应收账款
为 64.29 亿元，环比 2018 年期末值上升 7.18%，远低于当期营收增速，现金回款情况改善明显。从经营活动
净流出来看，公司 Q1 实现经营活动净流出 13.44 亿元，同比减少 5.32%，2019 年 Q1 末公司存货为 19.74
亿元，环比 2018 年期末值增长 0.46%，存货增速较缓，现金占用大幅减少
产品结构向民品倾斜导致公司销售毛利率短期下降，但优势新品和自主可控产品放量可能优化民品业务结构，



或将引起民品毛利率筑底回升。2019 年 Q1 公司销售毛利率实现 32.72%，较去年同期（35.09%）同比下降
2.37pct，我们分析认为，民品增速快于军品带来的产品结构变化或是毛利率下滑的主要原因; 过去几年，由于
新能源汽车补贴退坡和 4G 投资高峰已过等因素，民品毛利率逐年下降，但从五年周期的维度来看，与 2014
年（上一个五年周期后两年的第一年）Q1（31.83%）相比，本期毛利率增加 0.89pct，我们分析认为，5G 和
新能源汽车领域优势新品的推出，叠加自控可控下国产化替代加速，高端民品或实现放量，结构上向高毛利民
品倾斜或已推动毛利率筑底回升
公司目前正处于投入期，短期费用支出压力在所难免，但预计下半年会有所缓解；但是高额资本性投入，为公



司产能投放精准捕捉需求释放提供必要支撑。公司把握细分领域国产化替代需求精准布局 5G、EV，目前正处
于投入期。从三费的角度来看，营收规模的扩大引起三费支出短期上升；公司 Q1 投入销售费用 0.94 亿元，同
比增长 35.19%，公司披露市场投入增加是销售费用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同期研发费用投入达 1.62 亿，同比
增长 23.66%，2018 年公司研发人员新增 598 人带来的员工薪酬突增或是研发费用短期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
长期看有望趋于稳定；同期投入财务费用 0.33 亿元，同比增长 26.92%，13 亿可转债项目利息摊销或是财务
费用增长的主要原因，利息摊销对财务费用的影响有望于 2019 年 5 月随着债转股逐渐消除，同时可转债项目
补充了流动资产，货币资金同比增长 100.70%，由此带来的利息收入对冲了部分财务支出。从在建工程的角度
来看，2019 年 Q1 在建工程 5.64 亿元，同比增长 77.92%，主要是公司新技术产业基地和光电技术产业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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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的建设投入增加，同期由于预付的基建工程、设备增加，其他非流动资产同比增加 103.82%，公司历
次产能释放均精准契合行业需求释放节点，高额资本性投入支撑公司精准捕捉需求
子公司合计业绩超预期改善，告别拖累整体经营表现步入正向反馈的新阶段，沈阳兴华与中航富士达等经营改



善为公司业绩增速中枢上移提供新动力。公司 2019 年 Q1 合并报表端营收增速实现 45.95%，慢于母公司端增
速（56.64%），合并报表端归母净利润增速实现 39.14%，快于母公司端增速（33.23%），延续了 2018 年合
并报表端业绩增速快于母公司增速的现象。从子公司来看，2014-2017 年间，中航富士达净利润持续下滑，翔
通光电业绩增速走低，部分子公司拖累整体业绩；2018 年，中航富士达扭转净利润下滑趋势，同比增长
116.67%，沈阳兴华实现净利润 0.73 亿元，同比增长 48.98%，子公司业绩反转，实现对整体业绩的正向反馈，
助推公司整体业绩稳健增长
核心军工业务是公司业绩确定且快速释放的稳定器，受益于军品采购进入加速扩张周期的规划红利，订单有望



继续保持充沛增长，业绩稳健增长可期。我国军品的采购模式仍然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指令体制模式，军品采
购支出符合前低后高的规律；2019 年进入五年周期后两年，军品订单将进入新一轮扩张周期，叠加军改的压
制因素逐渐消除带来的补偿性增长，公司作为国内军工防务领域连接器的绝对龙头，军工业务或将充分受益于
未来国防信息化提速以及新型武器装备全面列装，保障业绩稳健增长；2019 年 Q1 公司预付账款实现 0.75 亿
元，同比增长 55.55%，高于营收增速，彰显短期订单充沛，考虑到公司以销定产的经营模式，产品交付、收
入确认将持续推动实际经营收益从资产负债端向利润端转移，继而推动业绩增速中枢上移
成长弹性之一：新能源汽车连接器，精选国内外 EV 领跑整车厂，优化产品结构提升盈利能力，未来重点客户



订单落地或将进一步巩固领先优势。公司通过自主研发已经掌握了高压、高速度、高可靠性的新能源连接器技
术，并已投产形成产业规模，国内客户覆盖了比亚迪、奇瑞等国内第一梯队新能源汽车厂商，产品份额稳居国
内前列，并已获得多家海外知名车企的准入资格和订单，成功切入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供应链；核心客户的突
破或将带来产品结构优化，实现新能源汽车产品毛利率筑底回升；2018 年新能源汽车在乘用车市场步入存量
市场的背景下逆势增长，2019 年 Q1 新能源产销量分别同比增长 88.6%和 85.4%，新能源汽车需求放量牵引
上游元器件供应厂商订单放量，龙头卡位优势或将驱动公司增添业绩弹性
成长弹性之二：通信 5G 互联业务，绑定华为与国际巨头，坚守自主可控与国产替代的责任担当，从研制、新



品到客户实现全线贯通，助推高端产品顺利放量。5G 依靠低时延、高峰值速率推动万物互联，时代的数字化、
智能化赋能 5G 建设加速；中国从 2G 追随、3G 追赶直至 4G 追平，5G 作为新的大国博弈场，政策加速 5G 落
地，自主可控成就国产化替代的历史性机遇。公司 2018 年已为韩国三大电信运营商的 5G 商用服务提供了整
套光、电连接解决方案，并成为全国唯一荣获华为“全球金牌供应商”称号的厂家。2019 年，全球开启 5G 商
用规模部署，华为现已签订了 40 多个 5G 商用合同，7 万多台基站已经交付用户；公司作为国内外重要通信大
客户的无线基站和数据中心设备核心供应商，有望依托华为等厂商大跨步开拓海外市场，实现产品结构向高毛
利民品倾斜，同时，公司不断加大研发投入，2019 年 Q1 研发费用同比增加 23.66%，专注未来精准决策的高
额资本开支有效地支撑了公司业务的品类扩张，助推公司抓住自主可控下的国产化替代机遇实现高端民品放量
中长期逻辑的新变化在 2019 年 Q1 得到信号验证，再次强调坚定看好公司军民融合典范发展下核心军工资产



价值重估的关键投资逻辑：1）公司是国内军工防务领域的连接器绝对龙头，是受益于国防信息化提速以及新型
武器装备全面列装的稀缺供应主体；2）公司在新能源汽车、通信 5G、轨交以及核电等工业级应用领域深耕多
年，先发优势明显，在 5G、EV 以及高端装备建设确定性增长的新机遇下，叠加高端元器件国产化替代的紧迫
性，公司将充分受益于行业需求释放与自主可控政策红利；3）公司高速背板、光模块、特种连接器、液冷、综
合机柜等新品毛利高且增速快，海外市场多点开花且业务深入拓展，预计将不断助力公司业绩增长买上新台阶；
4）公司具有优质的治理结构，管理层述求、员工自身利益与公司优质发展休戚相关，国企背景、民营机制和外
企管理保证公司出类拔萃的超卓品质
上调盈利预测和维持买入评级。考虑到 2019 年 Q1 业绩超预期是公司军品稳健增长与民品盈利弹性的一个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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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验证，叠加军品行业景气度加速提升确定性高，叠加 5G、EV 下半年或将进入放量阶段，因此我们上调公
司 19/20/21 年的归母净利润预测值至 12.5/17.6/22.3（原值 11.7/15.7/19.6）亿元，19/20/21 年的 EPS 分
别为 1.6/2.2/2.8 元/股，当前股价（2019/04/25,40.17 元）对应 PE 分别为 25/18/14 倍。公司是一家世界连
接器行业和国内国防科技工业中的兼具产品竞争优势和完善治理结构的卓越企业，考虑到公司正处于新一轮军
品采购扩张周期的加速阶段，同时叠加产品新型号陆续投产的产品周期，有望充分受益军工以及 EV、5G 等需
求释放与自主可控政策的双重红利。因此，维持买入评级
风险提示：1）下游军民品行业订单释放节奏和订单确认进度的不确定性；2）新增业务和海外业务市场开拓的



风险；3）行业竞争激烈带来利润空间挤压的风险；4）新品占比下降导致盈利能力下滑的风险
(联系人：王贺嘉/韩强/王加煨/李蕾/高晗)

水星家纺(603365)2019 年一季报点评：线下店效稳步提升，线上调整后有望逐季提速
公司业绩增长稳健，19Q1 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4.2%，符合预期。19Q1 实现营业收入 6 亿元，同比增长 0.75%；



实现归母净利润 7557 万元，同比增长 4.2%，扣非净利润 5865 万元，同比下降 18.9%。主要由于 18Q1 家纺
行业整体基数较高，预计二季度随着减税降费等措施提升居民消费信心，消费复苏逐步显现，公司有望受益，
业绩将逐季向好，恢复快速增长的态势。
毛利率回升，销售费用有所上升，净利率略有提升，资产质量较为健康。1）毛利率逐步提升。19Q1 毛利率较



去年同期提升 0.9pct 至 37.4%，从 18Q3 开始毛利率已经逐季回升。19Q1 销售费用率较去年同期上升 3.7pct
至 18.9%，主要由于公司更换代言人并加大广告投放力度；管理费用率（含研发费用）较去年同期上升 0.3pct
至 6.3%。净利率较去年同期提升 0.4pct 至 12.6%。2）资产质量不断改善，整体较为健康。19Q1 存货 7.7 亿
元，较 18 年末下降 1000 万元；19Q1 应收账款达 1.5 亿元，较 18 年末下降 2833 万元，资产质量不断向好。
线下渠道稳步扩展，同店店效持续提升。1）渠道积极下沉，加盟占比超 90%。公司 18 年门店新增近百家，目



前线下门店数 2700 多家，其中加盟店 2600 多家，直营店 100 多家。2）积极推进大店政策，不断加强品牌影
响力。公司积极推进 140 平米以上的大店以及 200 平米以上的集合店的扩建和拓展，预计目前大店数量近 400
家，占比约 15%。3）线下收入稳步提升。公司 Q1 同店持续保持正增长，在店效带动下预计 Q1 线下收入个位
数增长。
电商业务积极调整，未来增速有望逐季提升。1）18 年公司电商业务实现收入超 10 亿元，同比增长 7.3%，占



比达 37%。受到平台流量向低价产品倾斜的影响，公司电商 Q2 和 Q3 销售额首次出现负增长，但经过两个季
度调整，Q4 电商恢复正增长。18 年双十一公司继续取得天猫双十一单品牌、单店销售第一。2）由于去年同期
高基数的影响，预计 19Q1 电商收入同比所有下滑，但随着公司内部不断加强业务组织单元调整，以及入驻新
兴社交电商，预计二季度开始公司电商增速将逐渐恢复，未来将重回两位数增长。
公司是家纺行业中的龙头企业，渠道稳步扩张，电商逐渐复苏，推动业绩持续增长，维持"增持"评级。公司线



下持续推进第八代门店形象迭代升级，拓展大店和集合店，加强品牌影响力；电商业务经历调整逐步复苏，预
计 19 年逐季向好。
维持原有盈利预测，
预计 19-21 年归母净利润为 3.3/3.9/4.6 亿元，
对应 EPS 为 1.25/1.46/1.71
元，PE 为 14/12/10 倍，维持"增持"评级。

(联系人：王立平/戎姜斌)

罗莱生活(002293)2018 年报及 2019 年一季报点评：电商结构平稳切换，积极调整有望迎来复苏
公司业绩稳步增长，18 年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25%，符合预期。1）18 年业绩持续保持 20%以上的增速。18



年实现营业收入 48.1 亿元，同比增长 3.2%；实现归母净利润 5.3 亿元，同比增长 24.9%，扣非净利润 4.3 亿

9

请务必仔细阅读正文之后的各项信息披露与声明

20512656/36139/20190426 09:09

第 8 页 共 39 页

简单金融 成就梦想


申万宏源晨会纪要
申万宏源晨会纪要

元，同比增长 12.7%。2）18 年四季度收入有所下滑，净利润增速较高。18Q4 实现营业收入 13.6 亿元，同比
下降 8%，实现归母净利润 1.6 亿元，同比增长 34%。预计主要由于公司加强加盟商管控，放缓发货速度以及
LOVO 拆分使得收入增速有所下滑；同时 Lexington 表现良好带动净利润增长较快。3）一季度调整后，未来
业绩有望逐季提速。19Q1 实现营业收入 11.4 亿元，同比下降 2.3%；实现归母净利润 1.4 亿元，同比下降 7.6%，
扣非净利润 1.3 亿元，同比增长 0.23%。主要由于 18Q1 家纺行业整体基数较高，以及 LOVO 分拆独立使得公
司一季度电商有所下滑。预计二季度开始随着消费逐渐复苏，公司业绩将逐季向好。
毛利率微升，期间费用较为稳定，净利率提升明显，资产质量整体较为健康。1）毛利率略有提升，净利率提升



明显。18 年毛利率较去年同期提升 0.3pct 至 45.5%，18 年销售费用率较去年同期上升 0.7pct 至 18.9%，管
理费用率（不含研发费用）较去年同期下降 0.4pct 至 7.9%。净利率提升 1.6pct 至 11.3%。2）资产质量不断
改善，经营性现金流良好。18 年存货 13.6 亿元，较三季度末下降约 5000 万元，18 年应收账款达 4.8 亿元，
较三季度末下降超 1 亿元。18 年经营性现金流净额 1.1 亿元，较三季度末增加 3.1 亿元。
渠道积极下沉，电商结构平稳切换，整体增速有所放缓。1）渠道下沉稳步推进，不断向低线渗透。截止至 18



年底公司终端门店数近 2700 家，在继续巩固一线、二线市场渠道优势的同时，积极向三、四线市场渗透和辐
射。2）LOVO 品牌独立运营，长期利于品牌协同发展。随着电商红利逐渐减弱，三季度公司将 LOVO 与罗莱
主品牌切分，独立运营。短期电商增速略有下滑。长期来看，LOVO 品牌独立运营一方面保证了罗莱主品牌的
调性，另一方面也促进 LOVO 自身品牌影响力的提升。3）内外兼修，积极加强电商运营能力。公司与天猫、
京东等主流电商平台开展紧密合作，并积极覆盖网易、云集等新兴渠道以及电视购物、微商等其他渠道，积极
调整下电商有望逐步恢复快速增长。
多品牌、多梯度覆盖全市场，"大家纺小家居"战略促进协同发展。1）品牌矩阵构建较为完善。目前公司品牌



覆盖高端市场（廊湾、莱克星顿、内野）
、中高端市场（罗莱、罗莱儿童）和大众消费市场（LOVO）。2）莱克
星顿业绩向好，增厚公司利润。18 年 Lexington 实现净利润 5386 万元，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表现超预期。
未来家纺+家居协同效应将逐渐显现，提高连带率和复购率。
公司是家纺行业龙头企业，持续推进"大家纺小家居"战略，渠道稳步下沉，线上积极调整，业绩增长稳健，维



持"增持"评级。公司加强线下终端管控，提升门店店效，扩大品牌影响力。积极调整线上布局，二季度有望迎
来电商复苏。维持原有盈利预测，新增 21 年盈利预测，预计 19-21 年归母净利润为 5.93/6.77/7.70 亿元，对
应 EPS 为 0.80/0.91/1.02 元，PE 为 14/12/11 倍，维持"增持"评级。

(联系人：王立平/戎姜斌)

湖北能源（000883）18 年年报及 19 年 1 季报点评：来水偏枯拖累业绩 期待蒙华铁路投产释放火
电弹性
公司发布 2018 年年报及 2019 年一季报。公司 2018 年营业收入 122.88 亿元，同比增加 6.23%；归母净利



润 18.11 亿元，同比下降 16.67%。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营业收入 36.96 亿元，同比增加 24.36%；归母净利
润 4.01 亿元，同比下降 43.82%，符合申万宏源预期。
清江流域来水不佳拖累业绩，供需改善助力火电发电量大幅提升，新能源板块发展迅速。湖北省 2018 年电力



需求旺盛，用电量同比增长 10.8%，位居全国前列。由于清江流域来水显著低于多年平均，公司 18 年水电发
电量同比减少 29.93%，清江公司 2018 年实现净利润 7.63 亿元，同比减少约 50%。受供需向好及水电出力不
佳影响，公司火电板块 18 年实现发电量 105.70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8.09%，鄂州电厂全年实现净利润 1.97
亿元，为 2017 年同期 5 倍。鄂州电厂三期预计 2019 年上半年投产，公司火电装机容量扩大近一倍。公司 2018
年新能源板块进展迅速，2018 年风电发电量 10.15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8.56%，光伏发电量 3.02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45.89%；新能源子公司 2018 年实现净利润 4.28 亿元，同比增长约 20%。2019 年一季度清江流域
来水仍未改善，公司一季度水电发电量同比减少 40.24%，火电发电量同比增长 46.87%，两者对净利润影响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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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相互抵消。2019 年一季度业绩同比大幅下滑主要原因在于去年同期公司出售陕西煤业股份产生 2.71 亿元投
资收益，今年无此项收益。


天然气及煤炭业务高速增长，有望成为公司未来新盈利增长点。公司近年大力发展城市燃气业务，“川气入湘”
工程 2018 年 8 月投产，公司 18 年完成天然气销售量 19.16 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28.39%。公司 18 年完成煤
炭销量 504.27 万吨，同比增加 8.28%。但是由于毛利率较低，目前两业务基本处于盈亏平衡状态。公司 2019
年 4 月分别与武穴政府签订液化天然气（LNG）集散中心项目框架协议，湖北能源作为投资主体建设 LNG 接
卸码头、加注码头、LNG 储罐及相关配套设施。随着“气化长江”工程实施，该项目有望成为公司新的盈利增
长点。



蒙华铁路 2019 年下半年投产改善运输条件，公司煤炭、煤电业务盈利有望双双提升。我国当前煤炭产能主业
集中在三西地区，湖北省由于缺乏直达铁路，往往采用海进江的方式，电煤到厂价常年位于全国前列。蒙华铁
路预计 2019 年 10 月投产，有望打通北方煤炭产地至华中地区运输瓶颈，根据测算，经蒙华铁路运输的煤炭到
厂运价有望较当前运输方式降低 50-80 元/吨。同时，随着煤炭优质产能的释放，我国煤炭供需趋于宽松，产
地煤价格有望进一步降低，火电板块盈利能力将迎来大幅改善。公司投资 38 亿元的荆州煤炭铁水联运储配基
地将与蒙华铁路同时投产，荆州将围绕蒙华铁路打造煤电煤化工产业园，下游需求旺盛，公司预测储配基地达
产后年净利润可达 2 亿元。



盈利预测：综合考虑到一季度来水偏枯及增值税下调，我们维持公司 2019-2020 年归母净利润预测分别为
24.41、30.25 亿元，新增 2021 年归母净利润预测为 32.43 亿元，当前股价对应 PE 分别为 11、9 和 8 倍。公
司后续盈利能力有望持续提升，维持“买入”评级。

(联系人：刘晓宁/叶旭晨/王璐/查浩/邹佩轩)

中直股份（600038.SH）2019 年一季报点评：订单充足产能加速释放，内外经营环境改善增厚业
绩
事件：
公司发布 2019 年一季度业绩报告，实现归母净利润 7879 万元，同比增长 11.5%；营业收入 23.87 亿元，同比增
长 11.50%；扣非后归母净利润 7481 万，同比增长 15.2%，业绩符合预期。
点评：


公司营收增长 11.5%，预计主要因产品结构不断优化、产能不断释放。且合同负债（预收账款）同比增长 44%
达 54 亿，进一步证明公司在手订单充足、产能不断爬坡。此外，由于采用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收入，公司报表
有望逐季改善。我们预计由于新机型放量，公司未来三年营收的复合增速将达 25%以上。



归母净利润增长 11.5%，经营性现金流回正，公司内外经营环境显著改善。公司信用减值冲回 1211 万，同时
利息收入 1120 万同比增长 68%，显示降费增效等措施有效改善公司内部经营。同时，公司经营性现金流净额
1.0 亿，同比 18 年-2.9 亿改善明显，显示下游客户在军改结束后付款及产品交付上更规范有序，公司外部经营
环境改善。



维持盈利预测及“买入”评级。预计公司 2019-2021 年营收分别为 167 亿 206/亿/252 亿、归母净利润分别
为 6.5 亿/8.4 亿/10.5 亿，对应当前股价（2019-4-25）PE 分别为 39/30/24 倍，考虑到公司体外尚有部分核
心资产以及军品定价改革对军工主机厂长期利好，公司净利润弹性较大，给予“买入”评级。



风险提示：航空装备采购不及预期。

(联系人：韩强/王贺嘉/王加煨/李蕾/高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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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天化（600096）2019 年一季报点评：资产负债率稳步下降，磷化工景气度持续


公司发布 2019 年一季报，业绩符合预期。1Q19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37.87 亿元（yoy+35.89%，QoQ-15.2%），
归母净利润为 1.12 亿元（yoy+119.05%，QoQ-180%），基本符合预期。其中非经常性损益为 7797 万元，
同比增加 5666 万元，其中包括收购大地云天化的过渡期收益 3029.73 万元和政府补助 2483.26 万元等，扣非
后的归母净利润为 3445.3 万元，同比增加 14.8%。净利润增长主要的原因为磷矿石和磷酸二铵价格和产销提
升所致。



受益于磷化工产业链景气度的持续，磷酸二铵、磷矿石价格同比继续上涨，尿素量价齐升，聚甲醛价格同比下
滑。1Q19 公司磷酸二铵、磷矿石的价格同比分别继续上涨 0.59%、15.98%至 2548、254 元/吨，但由于复合
肥行业疲软导致磷酸一铵的价格有所下滑，1Q19 磷酸一铵的价格同比下滑 5.88%至 2178 元/吨。二铵、一铵
销量同比分别增长 14.9%、3.3%至 87.56、27.39 万吨，环保制约叠加供给侧改革，中小磷肥企业加速淘汰，
市场继续向龙头靠拢。目前生态环保部表示将继续修改完善长江“三磷”专项排查整治行动工作方案并尽快印
发实施，随着全国安检环保的提升，国内未来磷矿石和磷肥供给端将继续收缩，同时从全球的角度来看 19-20
年磷肥的新增产能增速小于需求增速，因此我们判断磷产业的景气度将持续，公司矿肥一体化，将充分受益于
景气的持续。尿素维持上行，公司成本优势极强，1Q19 尿素价格、销量同比分别上升 2.81%、17.5%，而聚
甲醛由于需求的拖累价格同比下降 8.9%至 11128 元/吨。同时公司持续强化大宗原料集中采购，采购成本有所
下降，狠抓生产装置的长周期运行，降低产品单位固定成本，1Q19 原料硫磺、合成氨采购价同比下滑 9.55%、
2.63%。



继续优化和控制费用，资产负债表端的改善将带来利润表的业绩弹性。2019 年预计股权激励费用摊销约为 1
亿，1Q19 年预计约为 2500 万元。1Q19 资产负债率较 18 年底下降 0.03 个百分点至 90.74%。但财务费用因
利率上行以及短期借款的增加并无明显下降，1Q19 公司财务费用为 6.15 亿，
同比环比分别增长 9.04%、
5.13%，
短期借款较 18 年底增加 22.82 至 260.9 亿元。未来公司将继续优化和控制可控费用，努力降低成本费用。仔
细分析发现其资本开支高峰期已过，在建工程基本都已转固，1Q19 年年末在建工程仅剩 8.15 亿，各业务布局
趋于完善，1Q19 经营性现金流同比增加 6.3 至 9.81 亿元，货币现金较 18 年底增加 17.53 亿元至 143.89 亿
元，十分充裕。公司正在积极优化资产结构、降低杠杆率、提高整体的盈利能力。



盈利预测与投资评级。维持盈利预测，预计公司 2019-2021 年归母净利润预测为 5.12、6.40、7.80 亿元，EPS
分别为 0.36、0.45、0.55 元，目前市值对应的 PE 为 21X、17X、14X。入选“双百企业“迎来国企改革历史
机遇，股权激励彰显改革决心及对未来经营信心，矿肥一体化将使其充分受益于磷化工景气的持续，随着公司
资产负债结构的逐步改善，业绩有望迎来拐点，维持增持评级。

(联系人：马昕晔/宋涛)

寒锐钴业（300618）2018 年报及 2019 一季报点评：符合预期，钴价到达底部区域，维持增持评
级


2018 年及 2019 年一季报业绩符合预期。2018 年营业收入 27.8 亿元，同比增长 89.9%，归母净利润 7.08 亿
元，同比增长 57.46%。2019 年一季度营业收入 5.18 亿元，同比下降 29.69%，归母净利润-5532 万元，主要
由于钴产品价格同比跌幅较大。2019Q1 电解钴均价 31.4 万元/吨，2018Q4 电解钴均价 41.2 万元/吨，2018Q1
为 61 万元/吨。2019 年一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2.98 亿元，现金流状况良好。



钴价格判断：未来两年略有过剩，目前电解钴价格 26 万/吨已到底部。我们预计 2018-2020 年全球钴供应金
属量分别为 14.3 万吨、15.4 万吨、20 万吨，而对应 2018-2020 年钴需求分别为 13.2 万吨、14.8 万吨、17
万吨，2019-2020 年分别过剩 0.6 万吨和 3 万吨。长期看随着新能源汽车需求持续提高，2021 年供需有望得
到改善。预计 2019-2021 年电解钴均价分别为 26 万元/吨、23 万元/吨、33 万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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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调盈利预测，
维持增持评级。我们调整 2019-2021 年公司钴产品销量折合钴金属量将分别达到 6800 吨、
7800
吨、9800 吨（原预测为 2019-2020 年分别为 7050 吨、10500 吨），调整 2019-2021 年电解钴均价分别为
26 万元/吨、23 万元/吨、33 万元/吨（原预测 2019-2020 年分别为 25 万元/吨、30 万元/吨），综合以上调
整我们下调 2019-2020 年公司盈利预测，新增 2021 年盈利预测，预计 2019-2021 年 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1.91
亿元、3.01 亿元、5.93 亿元（原预测 2019-2020 年分别为 3.69 亿元、7.03 亿元），对应 PE 分别为 80 倍、
51 倍、26 倍。虽然预计 2019 年钴价格持续弱势，但长期角度钴资源依然紧缺，未来随着新能源汽车爆发将大
幅拉动钴需求增速持续提升，未来或将再次刺激钴价格上涨，公司作为全球钴粉龙头将充分受益未来钴行业需
求的大幅增长，维持增持评级。



风险提示：新能源汽车销量低预期；电池研发出新技术路线替代钴。

(联系人：王宏为/徐若旭)

美年健康（002044）点评：年报业绩符合预期，龙头地位进一步巩固
投资要点：


公司发布 18 年年报及 19 年一季报：2018 年营收同比增长 34.64%（调整后），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40.53%
（调整后），利润增速基本符合预期。2018 公司营收 84.58 亿元，同比 34.64%，归母净利润 8.21 亿元，同
比 40.53%，扣非净利润 7.11 亿元，同比 33.55%（调整后），18 年底在营门店 548 家（控股 256 家+参股
292 家），服务人次 2778 万；19 年一季度营收 12.79 亿元，同比 4.21%，净利润-1.18 亿元，同比-6.45%，
扣非净利润-2.71 亿元，同比-174.28%，一季度是体检行业传统淡季，由于公司门店规模扩大，造成淡季期亏
损扩大。



融资扩张造成财务费用率大幅升高，财务压力缓解后公司盈利能力有望进一步提升。18 年全年公司实现毛利率
47.56%，同比提升 0.6pct；净利率 9.7%，同比下滑 0.15pct；销售+管理费用率（剔除研发费用）30.79%，
同比减少 1.43pct；财务费用率 2.91%，同比增加 1.12pct，利息支出 2.49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 1.44 亿元。
未来一段时期内公司将保持较高的收购频率，因此我们预计财务费用支出将维持在较高水准，当公司进入门店
扩张中后期，控股门店产生现金流将能够覆盖收购参股门店的支出，公司盈利水准有望进一步提升。



先参后控体外孵化的成长逻辑逐步开花结果，生态闭环逻辑开始验证。2018 年公司先后收购了丹东美年、德
阳美年等 18 家子公司股权，增资 3 家子公司股权，参股子公司快速下沉的模式持续开花结果，我们有理由相
信今后培育期门店的成熟将能够持续为上市公司输送业绩。公司体外孵化的基因检测公司美因基因借助公司体
检平台优势，业务量迅速提升，18 年收入 2.03 亿元，净利润 4,298.88 万元，基因样本量累计超过 300 万例，
18 年顺利并表。



新增 21 年盈利预测，维持“增持”评级。预计 2019-2021 年营收规模为 118.42/163.42/220.61 亿元，归母
净利润为 11.73/16.21/21.88 亿元，对应 PE 为 44/32/24 倍。公司打造健康数据入口并导入自建生态闭环的
模式开始跑通，看好公司后续的成长确定性，维持盈利预测，维持“增持”评级。



风险提示：参股门店孵化进度不达预期，资金压力迅速增加造成现金流恶化等。

(联系人：王昊哲/赵令伊)

中航电测（300114）2019 年一季报点评：2019Q1 业绩符合预期，看好公司未来增长潜力


事件：



公司发布 2019 年一季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 3.21 亿元，同比增长 5.28%；实现归母净利润 3062.99 万元，
同比增长 32.15%。公司业绩表现符合预期。

13

请务必仔细阅读正文之后的各项信息披露与声明

20512656/36139/20190426 09:09

第 12 页 共 39 页

简单金融 成就梦想

申万宏源晨会纪要
申万宏源晨会纪要



点评：



公司 2019Q1 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31.15%，我们分析主要系本期公司并表子公司石家庄华燕剩余 30%股权
所致。由于公司于 2018 年 9 月完成收购子公司石家庄华燕剩余 30%股权，故 2019Q1 公司归母净利润数值将
石家庄华燕 100%纳入统计，而 2018Q1 仅并表 70%部分，故我们分析认为，2019Q1 高增速主要来自于子公
司股权收购并表。



公司产品聚焦高端，研发费用高投入保障未来业绩稳健增长。由于传统市场竞争加剧，公司一直致力于加大研
发投入，不断调整产品结构，加快推出新产品，以保障公司行业竞争优势地位。2019Q1 产品研发费用同比增
加 63.81%，主要原因为公司持续推进研发体系改革，加强研发项目管理及投入力度。我们分析认为，公司的
研发高投入将有助于公司拓展应用新领域、进一步扩大市场占有率，从而持续保障公司未来业绩稳健增长。



军品加速成长、民品潜力可期，看好公司长期投资价值。1）军品方面，国内海空军建设步伐有望加速，未来
公司军品机载电测及航空配电业务或实现加速增长；2）民品方面，公司作为应变计细分市场龙头，积极开拓
消费电子、健康医疗、物联网等新兴市场；石家庄华燕作为机动车检测领域及智能驾考领域龙头企业之一，将
充分享受下游市场增长红利。



维持盈利预测及买入评级。我们维持公司盈利预测，预计 19-21 年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1.99、2.65、3.53 亿，
EPS 分别为 0.34、0.45、0.60 元/股，当前股价（2019/4/25 股价为 9.61 元）对应 PE 分别为 28、21、16
倍，可比公司估值分别为 41、35、23 倍，公司估值较可比公司比偏低。考虑到未来公司军品核心下游需求或
将放量，且公司民品拓展有望迎来收获期，看好公司长期投资价值，所以，仍然维持买入评级。



风险提示：军品订单不达预期、民品新兴业务进展缓慢等。

(联系人：韩强/王贺嘉/王加煨/李蕾/高晗)

太极股份（002368）公司点评：转型仍需时间，19 年投入仍大
公司公告：公司公布 2019Q1 季报，报告期内营业收入 15.59 亿元，同比增长 9.44%；归母净利润 1942 万元，
同比增长 6.65%；扣非归母净利润 1416 万元，同比减少 20.06%。


2019Q1 收入增长 15.59%，安可系统集成是一季度业绩重要组成，互联网+监管是 19 年增长新动力。太极
目前是电科集团自主可控扛旗单位，骨干集成商。公司实际从集成走向被集成的方向，产品占比在提升。2019
年除了安可外，互联网+监管项目中标是新增长点，合作对象是互联网三巨头。互联网+监管部委+省级项目一
共 90 个，预计 19 年全部上线，平均一个项目 3~4 千万。



一季度毛利率 23.88%，连续两个季度下滑，原因为安可试点项目进展超预期，试点项目毛利率低为影响整体
毛利率关键原因。2018Q4 安可试点项目进度超预期，2019Q1 项目落地加快，但试点项目毛利率平淡，为影
响 2019Q1 毛利率关键原因。



研发费用同比增长 181%，转型期研发投入加大，是影响利润增速原因之一。公司战略方向完全锁定到了数字
化服务上，会进一步聚焦政府、信息安全、大型央企等行业，但转型期投入仍大影响短期利润增速表现。



管理费用增长 46.76%，主要为员工工资增长所致，费用控制需要持续观察。太极新总裁民营出身，新总裁上
任后明确未来费用控制将会加强，但 Q1 管理费用增长远高于 18 全年的 15.34%，费用控制需要持续观察。如
人员费用得到合理控制，未来太极股份将享受央企子公司平台优势，同时民营活力也将逐步体现。



转型期投入仍大，维持 2019-2021 年盈利预测，维持“买入”评级。切入更大市场空间的政务云、大数据、
大安全等方向，转型期投入较大。维持盈利预测，预计 2019-2021 年营业收入为 68.26 亿元、80.56 亿元、
98.87 亿元，归母净利润为 3.85 亿元、4.71 亿元、5.87 亿元。维持“买入”评级。

(联系人：刘洋/黄忠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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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油工程（600583）点评：一季度同比减亏，受益油服行业景气向上


公司 19Q1 归母净利润同比减亏 0.99 亿。公司 2019Q1 实现营业收入 17.94 亿元，同比增长 43%，主要来自
陆地建造和海上安装等工作量增长，尤其是海上作业船天增长 59%，同时建造业务完成钢材加工量同比增长
10%；19Q1 实现归母净利润-2.61 亿元，同比减亏 0.99 亿，主要因为财务费用减少 1.26 亿，其中汇兑损失
同比减少 1.48 亿。公司 19Q1 经营亏损一方面因为一季度为公司传统业务淡季，工作量和营业收入占全年比
重均较小（18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10.52 亿），另一方面新签订单的毛利率明显改观仍需时日。



海外订单大幅增长，后续国内订单亦有望提升。2019 年公司项目运行数量和总体工作量保持增长，待开工的
储备项目增加。公司 19Q1 实现国内外市场承揽额 51.14 亿元，其中海外市场承揽额大幅增长至 50.24 亿元
（17Q1 和 18Q1 海外市场承揽分别为 1.43 亿元和 9.31 亿元）,主要来自海外市场开发新签 50 亿元 LNG 模块
订单，公司其他海外项目也在紧密跟踪过程中；同时国内深水项目顺利开展，流花、陵水等项目按计划实施，
母公司中海油在 19Q1 资本支出约 140.8 亿元，同比上升 45.8%，中海油 19 年预算支出为 700-800 亿（18
年为 626 亿），公司 17Q1 和 18Q1 分别实现国内市场承揽额为 23.39 亿元和 47.49 亿元，后续有望获取更
多国内订单。



国际油价重回 70 美元/桶，公司将受益油服行业景气向上。2019 年 4 月以来，在 OPEC 大力减产、美国页岩
油钻机数增长放缓等因素推动下，Brent 原油价格重回 70 美元/桶，随着美国取消对进口伊朗原油的国家豁免
制裁，我们认为国际原油市场供需基本面可能会进一步收紧，对后续国际油价有支撑，油气勘探开发投资有望
进一步增长，公司将受益油服行业景气向上，在订单数和订单价格上的议价能力有望提升。



投资建议：公司作为海洋工程行业龙头，在该领域是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稀缺标的，在行业低谷抗风险能力较强，
且财务状况健康，截止 19 年一季度末，资产负债率 22%，较年初下降 2 个百分点。随着淡季结束，二季度公
司有望扭亏为盈，我们维持 2019 年~2021EPS 预测分别为 0.22 元和 0.36 元和 0.44 元，对应的 PE 分别为 27
倍、17 倍和 14 倍，公司目前 PB 为 1.2 倍。看好公司未来的业绩弹性，维持“增持”评级。



风险提示：油价大幅下跌；公司订单不及预期；公司订单毛利率增长不及预期。

(联系人：谢建斌/徐睿潇/江真俊/徐睿潇)

常熟银行（601128）点评：业绩超预期不良创新低，维持龙头银行首推组合


事件：2019 年 4 月 25 日，常熟银行披露 2018 年报及 2019 年一季报。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 58 亿元，同比
增长 16.5%；
实现归母净利润 15 亿元，
同比增长 17.5%。
2019 年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15 亿元，
同比增长 19.3%；
实现归母净利润 4 亿元，同比增长 21.0%，一季报业绩表现超预期。1Q19 不良率 0.96%，季度环比下降 3bps；
1Q19 拨备覆盖率 459.03%，季度环比提升 14 个百分点。



在一季度大幅增提拨备的情况下业绩表现显著超预期。今年一季度常熟银行开始实施 IFRS9，为更好反映 1Q19
真实的拨备计提水平，我们剔除会计准则切换影响来还原实际的拨备增提幅度：对比 19 年 1 月 1 日和 18 年
12 月 31 日贷款净额可以看到 1 月 1 日少提拨备 5.09 亿元，据此计算 1 月 1 日拨备覆盖率应为 389%，而一
季度末拨备覆盖率为 459%，其拨备覆盖率的实际提升幅度应为 70 个百分点。而在此基础上，1Q19 归母净利
润同比增速突破 20%，较 18 年增速提升 3.4 个百分点；营收同比增长 19.3%，创下 2017 年以来最高的营收
增速，凸显常熟银行非常优异的基本面。



信贷投放持续倾向核心主业，持续发力个人经营贷带动贷款同比高增，成为贡献业绩增长的核心驱动力。1Q19
常熟银行贷款同比增长 18%，从业绩增长驱动因子来看，规模扩张为归母净利润增长带来正贡献 13.2%。从信
贷结构来看，常熟银行更加聚焦零售、深入小微，18 年末零售贷款占比过半达到 51%，其中个人经营贷同比
高增 45.5%，
占零售贷款比重较 17 年末提升 16 个百分点至 72.3%，
全年新增个人经营性贷款占比高达 93.5%。
相比之下，个人消费贷同比压缩 2.3%。全力聚焦个人经营贷的信贷结构在保持低风险的同时更带来高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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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算 2H18 零售贷款收益率为 8.07%，较 1H18 再度提升 7bps。即便在 2H18 对公贷款收益率环比 1H18 下
降 13bps 的情况下，2H18 总贷款收益率环比 1H18 仅收窄 2bps。从全年来看，按照年报披露的母公司口径
全年息差同比走阔 9bps 至 3.0%。尽管我们测算 1Q19 息差单季回落 16bps 至 3.28%（非母公司口径），但
依然站稳高位，在宽货币宽信用、小微贷款限价的大环境下，一季度息差环比收窄亦符合常理。而负债端大力
夯实存款基础，1Q19 存款同比高增 17.7%，较 18 年存款增速提升 3.5 个百分点，而存款占比比肩大行，较
18 年末提升 9.7 个百分点至 83.5%。


尽管市场预期 19 年上市银行资产质量边际承压，但常熟银行不良率持续降低，资产质量持续脱颖而出。18 年
末常熟银行不良率已经降低至 1%以下，1Q19 资产质量延续向好趋势，不良率环比下降 3bps 至 0.96%。我们
测算 4Q18 加回核销不良生成率环比下降 32bps，而 18 年全年加回核销不良生成率同比亦下降 15bps 至
46bps，无论是从绝对水平还是边际改善来看，都远好于可比同业。结合先行指标来看，逾期贷款占比虽略有
波动但瑕不掩瑜，较 1H18 小幅提升 0.13 个百分点至 1.19%；而关注类贷款占比由 17 年末的 2.66%持续降低
至 1Q19 的 1.95%。同时，“逾期 90 天以上/不良贷款”处在 66.8%的低位，继续从严认定不良。在资产质量
指标全面向好的情况下，再度大力夯实拨备充分体现了常熟银行审慎稳健的经营风格。



一季度业绩迎来开门红，在当前扶持小微、民营发展的大环境中，常熟这样有已验证小微服务能力的银行是金
融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受益者。资产质量向好趋势持续深化，叠加 18 年 ROE 保持回升趋势，预计 2019-2021
年归母净利润分别同比增长 22.2%、23.0、23.5%（原预测 2019-2010 年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18.1%、18.8%，
调整拨备及规模，新增 2021 年盈利预测），当前股价对应 19 年 1.14 倍 PB，维持买入评级。



风险提示：经济大幅下滑引发行业不良风险。

(联系人：马鲲鹏/李晨/郑庆明)

巨化股份（600160）2019 年一季报点评：烧碱、氟化工产品价格同比下滑，业绩略低于预期


公司发布 2019 年一季报，业绩略低于预期。1Q2019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7.70 亿元，（yoy-5.73%，
QoQ+2.39%），归母净利润为 3.70 亿元（yoy-12.78%，QoQ-26%），业绩略低于预期（以上数据为经调
整之后的数据）。扣非后的归母净利润同比下滑 48.36%至 2.19 亿元，非经常性损益主要是收到政府补助 1.67
亿元，去年同期仅为 330 万。归母净利润同比下滑的原因是主要产品制冷剂、甲烷氯化物、烧碱等产品价格和
毛利同比下降所致。



国内家用空调和汽车产量同比略微下滑拖累制冷剂需求，产品价格及毛利率同比下滑，但销量仍逆势增长。
1Q19 年国内空调和汽车产量同比略微下滑拖累制冷剂需求，空调新增市场需求疲软拖累三代制冷剂需求，三
代制冷剂 1Q19 价格大幅下滑，但维修市场保持平稳同时二代制冷剂受益于配额制价格平稳。综合来看，公司
的主要产品制冷剂、含氟聚合物、氟化工原料（主要为甲烷氯化物）、食品包装材料不含税价格同比分别下跌
7.41%、12.84%、20.80%、23.42%，而原料采购方面，1Q19 年萤石采购均价同比上涨 15.22%，虽然无水
氢氟酸价格同比下跌 22.09%，但公司整体销售毛利率仍同比下滑 7.27 个百分点至 18.69%。但制冷剂、含氟
聚合物、氟化工原料外销量逆势增长，同比分别增长 7.76%、1.09%、11.13%。



其他业务板块如基础化工产品、食品包装材料价格、毛利均下滑。公司目前拥有 46 万吨烧碱产能，1Q19 由于
下游氧化铝等需求疲软，烧碱价格下跌，根据卓创资讯的数据，1Q19 烧碱山东市场均价同比下滑 6.4%至 2631
元/吨。1Q19 公司基础化工产品（主要为烧碱、盐酸等）、食品包装材料价格分别同比下跌 12.05%、23.42%。



长期看，2020 年将是二代制冷剂配额再次缩减的时间窗口，R22 价格有望保持坚挺，同时公司将继续致力于
发展含氟聚合物，平抑制冷剂周期性，助力公司业绩持续增长。根据《蒙特利尔议定书》修正案对 HCFC 淘汰
的最新时间表看，中国的二代制冷剂从 2015 年的削减 20%增加至 45%，2015 年 R22 国内生产配额为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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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预计 2020 年将削减至 20.55 万吨，届时 R22 的价格有望保持坚挺，同时也将带动三代制冷剂的需求的
替代。目前公司仍大力调整产品结构，向产业链下游延伸，技改扩能高附加值的含氟聚合物产能和种类，2018
年公司在建工程从 17 年底的 2.72 亿增加至 5.71 亿元，主要包括 23.5kt/a 含氟新材料项目（二期）、3 万
吨/年四氯乙烯、一氯甲烷项目等。


盈利预测和投资评级：国内氟化工龙头，产品结构调整，含氟聚合物盈利占比不断提升助力公司业绩持续增长，
维持盈利预测，我们预计公司 2019-2021 年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24.15、28.80、33.95 亿元，对应 EPS 分别为
0.88、1.05、1.24 元，当前市值对应 PE 为 10、8、7 倍，维持增持评级。

(联系人：马昕晔/宋涛)

中国核电（601985）2018 年报及 2019 年一季报点评：多因素拖累业绩增速 2019 年核电有望大
规模重启
事件：公司发布 2018 年报及 2019 年一季报。2018 年全年公司实现营收 393.05 亿，同比增长 16.19%，实现归
母净利润 47.37 亿，
同比增长 4.49%，
低于申万宏源预期；
2019 年一季度公司实现营收 107.39 亿，
同比增长 30.09%，
实现归母净利润 13.88 亿元，同比增长 13.86%，符合申万宏源预期。


2018 年四台机组顺利投产，当前在建项目稳步推进，公司装机、营收规模稳步提升中。2018 年公司在建的田
湾 3&4 号机组，三门 1&2 号机组先后投产，公司控股在运机组达到 21 台，装机容量达到 1909.2 万 kw，同
比增长 33.1%。由于部分机组投产时间在下半年，全年公司实现发电量 1178.47kwh，同比增长 16.97%，电
量增速低于装机增速；实现营收 393.05 亿，同比增长 16.19%，收入增速与电量增速总体一致。2019Q1 公司
实现发电量 312.08 亿 kwh，同比增长 25.12%；19Q1 发电量增速略低于装机增速，主要是由于秦山二核、三
核由于大修安排发电量略有减少，从全年来看我们判断公司旗下核电机组利用效率仍然将会稳中有升，电价方
便会有市场化交易电比例扩大的压力但总体可控，公司全年发电量及营收预计将会保持较快增长。另外，公司
当前在建的福清 5&6 号机组以及田湾 5&6 号机组进展顺利，各进度节点均有所提前，公司后续装机规模将会
继续稳步提升。



增值税退税优惠结束+三代首堆造价偏高，影响规模净利润增速。公司 2018 年存量机组发电效率得到进一步
提升，尽管市场化电量占比进一步扩大（从上年的 19.66%增加至 2018 年的 27.06%），但预计电价让利幅度
相对可控，公司毛利率小幅提升 1.83 pct。与此同时，2018 年公司净利润率略有下滑，归母净利润增速整体
低于营收增速。一方面，2018 年公司旗下秦山二核 1#、秦山三核 1#等共计五台机组进入增值税退税降档期，
全年公司其他收益同比减少 7.54 亿（考虑到新投产机组会带来新的退税，存量机组实际退税减少幅度大于此处
的 7.54 亿），存量机组退税减少对于业绩影响较大；另外一方面，公司新投产的三门核电 1&2 号机组为三代
核电 AP1000 技术的首堆，造价偏高，同时目前核定的临时电价水平（0.4203 元/kwh）并未显著高于其他核
电机组，导致上述项目盈利能力与公司存量项目存在较大差距。



2019 年核电建设有望大规模重启，公司后续成长空间较大。2018 年底山东石岛湾 CAP1400 示范项目 2 台机
组获批，2019 年初漳州 1&2 号、惠州 1&2 号项目通过环评，有望上半年获得核准。自 2015 年以来，国内核
电建设有望再次迎来大规模核准。当前三代核电技术趋于成熟，AP1000、EPR 技术路线首堆顺利投运，华龙
一号首堆项目建设进展顺利。随着核电审批重启，公司成长有望加速；考虑到规模化建设后三代核电建设成本
有望下降，竞争力有望不断提升，公司后续发展空间仍然较大。



盈利预测与评级：考虑到公司装机投产进度以及增值税退税减少等情况，我们下调公司 19-20 年归母净利润预
测至 54.5 亿元和 63.7 亿元（调整前分别为 68.07 和 80.26 亿元），新增 20 年归母净利润预测为 77.1 亿元，
当前股价对应 PE 分别为 17、15 和 12 倍。考虑到当前核电有望大规模重启，三代核电建设成本下降空间较大，
公司具备中长期成长性，继续维持“买入”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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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刘晓宁/王璐/查浩)

先河环保(300137)2018 年年报及 2019 年一季报点评：年报业绩符合预期 看好监测长期竞争力


事件：公司公布 2018 年年报。报告期，公司实现营收 13.74 亿元，归母净利润 2.59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31.80%
和 37.87%，符合预期。



公司发布 2019 年一季报。报告期，公司实现营收 2.57 亿元，归母净利润 2372 万元，分别同比增长 10.77%
和 27.52%。



投资要点：产品更新，业务地区开拓，公司营收快速增长。2018 年公司在安徽、江西、江苏、东北、西北市
场实现重大突破，
公司仪器仪表销售量同比增长 96.10%，
环境监测系统及运营咨询服务分别实现 9.79 亿和 2.16
万，同比增速分别为 31.75%和 15.80%。盈利方面，公司监测系统毛利率提升 0.66 个百分点，咨询服务下降
6.41 个百分点，最终公司综合毛利率下降 1.03 个百分点。规模效应显现，销售费用率下降 1.3 个百分点，政
府补助增加，其他收益同比增长 50.6%，最终实现归母净利润 2.59 亿元，净利润增速高于营收增速。



2019 年营收增速有所回落，但盈利水平增加，项目回款加快，现金流明显好转。2019 年一季度公司营业收入
增速为 10.8%，较 2018 年 27.3%的营收增速有所回落，但毛利率提升 4.2 个百分点。最终公司实现归母净利
润 2372 万元，同比增长 27.52%，增速高于营业收入。同时公司改善收款方式，增加银行承兑汇票占比，报
告期经营性现金流入同比增长 136.04%。



咨询服务打造示范项目。报告期，公司网格化加管理咨询服务为政府精准治霾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特别是
在安徽阜阳、江西赣州等地，得到当地政府的充分肯定。水质监测中标大型项目，彰显品牌实力。水质在线监
测先后中标国家地表水站项目，四川自贡水环境监控系统、以及重庆水站、新疆水站等项目，为水质监测市场
的开拓提供了支撑。其中自贡开启了首个水环境大数据加管理咨询项目，为打造涵盖全要素的生态环境物联网
迈出坚实步伐。进军海外，彰显国际竞争力。当前公司美国子公司已完成合并，具备独立拓展全球市场能力，
将助力公司优势产品输出，并在美国开展测试，为后续拓展国际市场打下良好基础。



投资评级与估值：根据年报，我们维持公司 19-20 年净利润预测不变，分别为 3.25 亿、4.15 亿，新增 2021
年归母净利润预测 5.19 亿元，对应 19 年 PE 为 17 倍。我们认为网格化监测、第三方运维增多，VOCs 治理等
高端业务推进，看好公司业绩成长期，维持“买入”评级。

(联系人：刘晓宁/王璐/高蕾)

伊利股份（600887）2019 年一季报点评：收入高增市占率持续提升，战略看好维持买入评级


事件：公司发布 2019 年一季报，实现营业收入 230.77 亿元，同比增长 17.89%，实现归母净利润 22.76 亿元，
同比增长 8.36%；实现扣非后归母净利润 21.82 亿元，同比增长 9.2%。



投资评级与估值：维持 19-21 年收入预测 910.3、1028.1、1118.2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14.4%、12.9%、8.8%；
维持 19-21 年盈利预测 71.6、80.5、88.0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11.2%、12.5%、9.2%，对应 EPS 分别为 1.18、
1.32、1.45 元，最新收盘价对应 2019-20 年 PE 分别为 26、23 倍，维持买入评级。我们看好伊利的核心逻辑：
1）公司拥有强大的渠道和产品力，在低线市场拥有行业领先的渠道布局，并积极推进产品结构升级，未来有
望通过高端产品的创新裂变和持续下沉保持收入的快速增长和份额的稳步提升；2）公司通过与上游大中型牧
场达成全方位深度战略合作、前瞻布局海外原料基地等方式实现了对上游的强掌控力，充足优质奶源的获取为
收入稳健增长奠定了坚实基础；3）在原奶由供给过量转为供需偏紧的背景下，预计 19 年原奶供给缺口将继续
扩大，奶价有望加速上涨，从而推动行业促销减缓、竞争格局改善，伊利作为行业龙头有望受益于此实现盈利
能力的边际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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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延续快速增长，高端产品表现超预期：19Q1 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7.89%，环比基本持平，为了避免春
节错位影响，综合 18Q4 与 19Q1 两个季度来看，收入之和的同比增速为 17.74%，继续保持在 15%以上的较
高水平。从产品结构来看，高端产品表现十分抢眼，成为公司收入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安慕希和金典两大重点
产品预计仍然实现 20%以上的快速增长。19Q1 公司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为 242.77 亿元，同比增
长 17.13%，与收入增长基本匹配。据尼尔森数据，19Q1 伊利常温、低温、婴幼儿奶粉市占率分别为 38.8%、
15.7%、6.3%，同比分别+3.0、-1.3、+0.5pct，常温奶份额的快速提升充分彰显了公司的综合竞争优势。我
们继续看好公司通过在低线市场渠道布局的领先优势以及重点产品的持续创新裂变继续实现份额收割，年初预
算收入目标有望超额达成。



Q1 毛销差同比基本持平，产品结构优化和买赠促销减弱助力毛利率稳步提升：19Q1 公司销售净利率 9.88%，
同比略降 0.88pct，毛销差基本稳定，主要系管理及研发费用率略有上行。19Q1 公司销售毛利率 39.95%，同
比提升 1.15pct，主要得益于高端产品占比提升的贡献和原奶供需偏紧带来的买赠促销力度减弱；销售费用率
24.12%，同比提升 1.15pct，预计空中和地面费用投入均有所增加，考虑到公司今年在新业务和新市场的持续
投入，预计销售费用率同比仍然会保持相对稳定的水平；19Q1 毛销差 15.83%，同比基本持平，环比提升近
2pct，表明公司整体促销推广力度环比继续收窄，盈利能力有望随之逐渐改善。



营运资金变动主要系时点性波动，持续关注成本上涨带来的行业竞争格局和乳企盈利改善：19Q1 末公司预收
账款余额为 29.58 亿元，较年初下降 32.8%，主要系年初为春节旺季备货期间，经销商提前打款较多，一季度
集中发货后预收账款余额有所回落；预付款项余额为 21.96 亿元，较年初增加 50.43%，主要为原材料采购和
广告费用的预付款增加，更多为时点性因素影响。展望全年，我们继续看好原奶由供给过量转为供需偏紧的背
景下，价格实现加速上涨，从而推动下游促销减缓、竞争格局改善；并看好伊利作为行业龙头凭借自身的奶源
获取优势和渠道优势加快实现份额抢夺，同时盈利能力亦有望受益于行业竞争趋缓实现边际改善。



股价上涨的催化剂：核心产品增长超预期，市场竞争改善速度超预期



核心假设风险：原材料成本上涨过快，市场竞争格局进一步恶化

(联系人：吕昌/毕晓静)

玲珑轮胎（601966）一季报点评——产销量稳步提升，Q1 业绩符合预期
公司公告：公司发布 2019 年一季报，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40.35 亿元（YoY +14.88%，QoQ -5.22%），归母
净利润 2.85 亿元（YoY +26.89%，QoQ -4.17%），业绩符合预期。


轮胎销量平稳增长，盈利能力较为稳定。2019 年一季度，随着公司产能的陆续投放，报告期内实现轮胎产量
1445 万条，受春节因素影响，实现销量为 1381 万条（YoY +11.70%，QoQ -5.20%）。因部分轮胎产品提
价及销售产品的结构优化，一季度轮胎产品的平均价格较去年同期提升 2.75%；天然橡胶、合成胶、炭黑、钢
丝帘线、帘子布等主要原材料的总体价格同比降低 2.49%，由于人工、能源等成本上行，公司一季度销售毛利
率为 24.23%，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期间费用率为 16.57%，较去年同期上升 0.65 个百分点，其中财务费用
因汇率波动而变动较大（环比增加 0.4 亿元、同比增加 0.2 亿元）。此外公司的证券投资及理财业务在报告期
内贡献投资收益 2078 万元，对当期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广西和泰国基地陆续释放增量，公司产销量将逐季提升。按照公司目前 6445 万条的年产能计算，Q1 平均产能
利用率约为 90%。二季度广西玲珑将增加 70 万条全钢胎、泰国玲珑将增加 200 万条半钢胎和 35 万条全钢胎
的年产能，公司产销量将稳步提升。湖北荆门项目于 2018 年 7 月开工，将在荆门形成 1200 万套半钢、240
万套全钢、6 万套工程胎的产能，其中一期 100 万套全钢胎、350 万套半钢胎将于 19 年下半年投产；塞尔维
亚项目也于 2019 年 3 月举行奠基仪式，该工厂将成为公司在海外的第二大生产基地，拟形成 1200 万套半钢
胎、160 万套全钢胎、工程胎及农用子午胎 2 万套的年产能，项目达产后每年可实现销售收入 6.03 亿美元，
利润总额 1.63 亿美元。塞尔维亚基地一期项目已经于 19 年 3 月底开工，产能将于 2020 年底陆续投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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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开拓配套市场，树立民族轮胎品牌，股票回购彰显信心。公司凭借可靠的产品质量和有力的市场竞争能力，
为红旗、吉利、长城、上汽通用五菱、比亚迪、长安福特、北美福特、奇瑞等整车厂的多款车型提供配套轮胎
产品及服务，其中 2018 年 9 月实现合资品牌福特福睿斯主胎配套。公司已进入 60 多家世界知名车企的供应
商体系，成为国内第一家同时进入欧、美、日、韩系汽车厂全球配套体系的民族轮胎企业，配套数量和配套厂
家位列民族轮胎品牌第一，公司国内外配套市场知名度和影响力显著提升。此前公司公告实施股份回购，总金
额不超过人民币 4 亿元、不低于人民币 2.5 亿元，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 20 元/股、回购总数不超过 2,200 万
股。本次股份回购截至 3 月底已累计回购 1126 万股，支付总金额为 1.80 亿元。回购的股份拟用于公司员工股
权激励，进一步完善公司的长效激励机制。公司控股股东玲珑集团承诺 2019 年不减持公司股份，彰显管理层
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



盈利预测与投资评级：维持 2019-2021 年盈利预测，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为 15.01、17.48、20.05 亿元，对
应 PE 14X/12X/10X，维持“增持”评级。

(联系人：李楠竹/宋涛/马昕晔)

华能水电（600023）18 年年报及 19 年 1 季报点评：下半年来水大幅好转 转让股权获得大额投资
收益


公司发布 2018 年年报及 2019 年一季报。公司 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 155.16 亿元，同比增加 20.78%；实现
归母净利润 58.03 亿元，
同比增加 165.10%。
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44.38 亿元，
同比增加 49.65%；
实现归母净利润 8.04 亿元，同比增加 137.34%，符合申万宏源预期。



下半年来水大幅改善+电力供需改善，公司 2018 年及 2019 年一季度实现量价齐升。澜沧江流域 2018 年来水
整体呈现前低后高态势，上半年来水偏枯，公司上半年发电量同比减少 9.07%；三季度来水大幅改善，叠加新
机组投产，公司全年实现发电量 817.22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1.62%。2018 年 5 月滇西北至深圳特高压直流
工程投产，外送广东通道进一步打开，同时云南省内电力供需格局改善，公司 2018 年上网结算电价平均提高
1.5 分/千瓦时，量价齐升助力公司营收大幅增长。2019 年一季度澜沧江流域继续延续来水向好趋势，小湾断
面水量同比偏多 17%，公司完成发电量同比增加 43.28%。



转让金中公司股权获得大额投资收益增厚利润。公司 2018 年 11 月挂牌转让持有的金沙江中游公司 23%股权，
最终成交价格为 61.17 亿元，实现处置收益 36.76 亿元，大幅增厚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公司归母净利
润的同比增长 11.82%。l 澜沧江上游机组迎来投产高峰，公司资本支出有望在 2019 年迎来拐点。公司拥有
澜沧江全流域开发权，除大朝山电站之外其余电站均为公司全资开发。2018 年为澜沧江上游电站机组密集投
产期，公司 2018 年新增装机 325.5 万千瓦。根据在建工程进度，我们判断澜沧江剩余约 240 万千瓦在建项目
有望于 2019 年投产完毕。随着上述项目陆续投运，2019 年有望成为公司资本支出拐点，后续公司自由现金流
将大幅提升。



滇西北直流工程输配电价重新核定，公司盈利能力有望大幅提升。国家发改委 2019 年 3 月 27 日重新核定滇
西北特高压直流输配电费为每千瓦时 9.2 分，云南省内配套交流工程输电价格为每千瓦时 1.50 分。新电价自公
布日起实行，较当前输配价格大幅下降，公司目前电力市场化交易比例约 70%，外送广东电量实行落地端倒推
机制，输配电价下降利好公司业绩提升。广东省当前能源清洁化转型果断，大幅提升外购电比例，2019 年一
季度广东省用电量同比提升 3.9%，而本地机组发电量同比减少 7.5%。新增外购电以西北水电为主，利好公司
机组电量消纳及电价水平回升。



盈利预测：考虑到一季度来水大幅向好及增值税下调，我们上调公司 2019-2020 年归母净利润预测分别为
38.21、46.52 亿元（调整前分别为 34.38、41.2 亿元），新增 2021 年归母净利润预测为 49.62 亿元，当前股
价对应 PE 分别为 19、16 和 15 倍。公司后续盈利能力有望持续提升，维持“买入”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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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刘晓宁/叶旭晨/王璐/查浩/邹佩轩)

森马服饰(002563)2018 年报点评：18Q4 内生增长加速，外延并表完成，业绩符合预期


公司 2018 年扣非归母净利润 13.34 亿元，同比增长 30.1%，符合预期。1）公司 2018 年收入 157.2 亿元，
同比增长 30.7%，归母净利润 16.9 亿元，同比增长 48.8%。不含并表，收入 149.24 元，同比增长 24.1%，归
母净利润（扣除并购投资收益）14.5 亿元，同比增长 28.9%。2）Q4 单季度原有品牌业务增长加速。18Q4 单
季度收入 59.6 亿元，同比增长 49.5%，归母净利润 4.2 亿元，同比增长 235.2%，不含并表，收入 51.6 亿元，
同比增长 29.5%，归母净利润（扣除并购投资收益）1.92 亿元，同比增长 51.5%。3）每 10 股派息 3.5 元（含
税）
，分红比例 57.4%，股息率 3.36%。



巴拉童装市占率加速提升，森马休闲服复苏向好。1）内生+外延童装快速发展，18 年童装收入 88.3 亿元，占
收入 56.1%。其中，原有巴拉童装收入 80.5 亿元，同比保持快速增长 27.3%，收入占比达 51.2%，下半年开
店加速，年净开店 498 家至 5293 家。2）休闲服森马复苏向好，同比增长 20.5%。18 年实现收入 67.9 亿元，
同比增长 20.5%，上半年开店为主，下半年门店数有所调整，年净开店 202 家，期末门店数为 3830 家，且大
店数量明显增加，截至期末店面总面积为 89.65 万㎡，较期初增加 9.28 万㎡。



欧洲童装龙头 Kidiliz 收购完成 Q4 并表，国内试水开店拓展童装版图。1）8.28 亿元现金全资收购 Kidiliz，
构筑国际化平台。Kidiliz 并表 2018 年 Q4 一个季度，并表收入 7.95 亿元，利润亏损 3555 万元，并购产生一
次性投资收益 1.9 亿元，截止 18 年末 KIDILIZ 共有门店 782 家。2）高端童装细分市场加速布局，并购 Kidiliz
和代理 TCP 均在国内落地开店。
收购助力公司在高端市场拓展以 KIDILIZ 集团旗下 CATIMINI 品牌和 ABSORBA
品牌为主的全渠道零售业务的组合，目前 CATMINI 已试水门店 1 家，TCP 开店 5 家。



渠道布局优化，线下快速开店，电商收入高增长破 40 亿。1）线下门店达 9905 家，其中直营门店 1218 家，
联营 280 家，
加盟 8407 家，营业面积合计达 181 万㎡。2）
电商仍维持较高增长收入达 41.1 亿，同比增长 31.6%，
占收入比 26%。



并表带动整体规模提升，18 年减值准备+负商誉带来一次性影响，整体资产质量稳健。1）毛利率提升带动净
利率略有提高。公司 18 年毛利率提高 4.3pct 至 39.8%，带动净利率上升 1.3pct 至 10.7%。2）并表影响费用
率提升明显。销售费用率上升 1.7pct 至 16.4%，管理费用率上升 2.37 pct 至 5.6%，研发费用 3.64 亿基本保
持平稳。3）谨慎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提升资产质量。18 年确认资产减值损失 8.67 亿元，同比增长 86.1%，
其中投资性房地产一次性减值 2 亿元，存货跌价损失 5.6 亿元，同比增长 28.4%。4）并表带动应收和存货上升
明显，现金流有改善空间。18 年末存货 44.2 亿元，预计并表带来近 10 亿元，测算得原自有品牌存货约 34 亿
元，同比增长 40%+，主要是规模扩张备货所致。18 年经营性现金流净额为 9.5 亿元，同比下降 56.4%，主要
是并表拖累。



公司维持稳健向好增长态势，童装龙头加速收割市场，休闲装复苏趋势延续，并购助力多品牌布局落地，维持
买入评级。公司 18Q4 内生原有品牌增长加速，外延并购欧洲童装龙头集团落地，吸纳两位管理经验丰富高管
为副总经理，有望加快国际化步伐。我们维持原盈利预测，新增 2021 年预测，预计 19-21 年归母净利润为
19.0/22.8/26 亿元，对应 PE 分别为 17/14/12 倍，维持买入评级。

(联系人：唐宋媛/王立平)

中国国航（601111）2019 年一季报点评：混改干扰收入增速，扣汇利润大幅增长


事件/新闻：4 月 25 日中国国航发布 2019 年一季度报告，2019 年 Q1 中国国航实现营业收入 325.54 亿元，
同比增长 3.00%，实现归母净利润 27.23 亿元，同比上升 3.60%，符合 4 月初我们给出的业绩预期。



混改干扰收入增速，客运维持稳定增长。2018 年中国国航发布混合所有制改革公告，货机货运整体剥离，因
此 2019 年营业收入中不再包括货机收入，营业收入增速因此放缓。根据两年的运营与财务数据测算，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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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机收入货运吨公里（RFTK）为 1111.85 百万吨公里，扣除货机后营业收入为 301.32 亿元，今年营收实际增
速为 8.04%，高于一季度可用座公里（ASK）6.60%的增速。一季度春运期间国航在供给投放上更为合理，国
内 ASK 增速仅为 5.0%，低于整体供给增速，国内供需关系日益改善，客运业务仍然维持高速增长。


准则更改影响凸显，扣汇利润增速明显。2019 年起 IFRS16 租赁准则正式生效，经营租赁的飞机被统一并入
资产负债表计算。国航资产负债表中非流动资产新增使用权资产科目，非流动负债中新增租赁负债科目，资产
总额相应大幅增长 15.37%，资产负债率上升 6.69 个百分点至 65.43%。同时利润表财务费用中的利息支出与
营业成本中的折旧数额大幅增加。因租赁准则影响外币负债数额也有相应增加，汇率对利润弹性变大。一季度
国航财务费用为-1.13 亿元，同期数值为-9.97 亿元，扣除汇率后利润增速预计超过 30%，整体业绩受准则影
响较大。



混改推动效率提升，投资收益快速回升。中国国航是民航业中第二批参与混改试点的重点单位，18 年四季度国
航已将国货航 51%的股份出售，混改进程正式提速。按照目前同业混改经验来看，未来国航将更加集中于客运
主业，这不仅有效降低国航自身的资产负债率，而且资源使用率和运行效率都将明显提升，客运主业有望再次
迎来高速发展。2018 年国泰航空业绩已扭亏为盈，2019 年 Q1 国航投资收益为 3.10 亿元，同比增长 132.17%，
已回归至正常水平。未来随着国泰在香港市场占有率的不断提升，国航确认的投资收益仍将大幅增长。



投资建议：从 2019 年国航一季度报告来看，汇率波动与租赁准则修改等短期因素对业绩产生一定影响，但国
航仍通过供需改善做到扣汇利润高速增长。未来供给进一步降速后供需仍将持续改善，长期基本面持续向好，
油价汇率边际向好后利润弹性大，因此我们维持 2019-2021 年归母净利润不变，分别为 97.84 亿元、119.09
亿元、156.33 亿元，对应现股价 PE 为 15 倍、12 倍、9 倍，维持“买入”评级。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下滑，油价大幅上升，人民币汇率快速贬值，空难等突发安全事故。

(联系人：郭晶/闫海/游道柱/匡培钦)

招商证券(600999)一季报点评：子公司投资收益超预期，未来投行业务空间可期


公司 1Q19 实现营业收入 46.5 亿，同比增长 77.2%，实现归母净利润 21.3 亿，同比增长 94.8%，业绩表现
超预期（原预计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67%）。预计公司早期直投业务在报告期内的投资收益录得较多正向贡献，
拉动业绩增速超预期。报告期末，公司归母净资产为 828.3 亿，较上年末增长 2.6%，加权平均 ROE 为 2.89%，
同比提升 1.51 个百分点。



股市上涨拉动投资收益率大幅提升，自营收入占比高达 44%。1Q19 公司实现经纪、投行、资管、利息、自营
业务收入分别为 11.0 亿、3.4 亿、2.3 亿、4.8 亿和 20.6 亿，收入占比分别为 23.6%、7.3%、5.1%、10.4%
和 44.3%。自营业务成为第一大收入来源，同比增长 17.7 倍，主要是一季度股市涨幅较大，券商自营业务投
资收益对股市的敏感性较高，报告期上证综指、沪深 300 和创业板指分别上涨 24%、29%和 35%，带动投资
收益率大幅提升，自营业务投资规模较年初变化不大，交易性金融资产、债权投资、其他债权投资和其他权益
工具投资的规模为 1027 亿、20 亿、364 亿和 73 亿，较年初变动+25 亿、+2 亿、-53 亿和+5 亿。除传统二
级市场交易的投资收益显著增长以外，预计公司早期直投业务也受益于股市上涨，贡献较多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成为公司业绩超预期的核心因素。



经纪业务收入略有增长，投行业务后续仍有发力空间。1Q19 公司经纪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7.8%，增幅小于市场
股基成交金额（同比增长 19%），因此我们判断公司平均佣金率仍有所下滑；投行业务收入同比小幅下滑 4.0%，
1Q19 公司股权承销规模为 65 亿，同比下降 49.2%，其中 IPO 承销规模为 37.5 亿，同比增长 32.2%，报告
期公司 IPO 业务表现好于行业，行业 IPO 承销同比下滑 35%。公司项目储备来看，苏州银行已经过会，目前
公司在会受理的 IPO 项目还包括弘业期货、重庆银行和东莞银行等规模较大的项目，同时目前公司推荐科创板
项目在上交所受理的共有 6 个，排名行业前列，因此预计二季度开始公司投行业务将逐步发力。利息净收入同
比下滑 10.8%，1Q18 的利息净收入已根据新会计准则追溯调整，包含债券投资利息收入，因此我们预计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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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下滑主要受信用中介业务规模下滑影响，报告期末公司融出资金和买入返售金融资产规模分别为 492 亿和
272 亿，同比下降 14.9%和 34.3%。由于 1Q19 市场好转，公司信用减值损失转回 1.2 亿。资管业务收入同比
下滑 15.8%，预计通道资管规模仍有所下滑，考虑公司 18 年末主动管理规模较 17 年大幅提升，因此判断主动
管理业务的报酬率有所下滑。


维持“增持”评级，上调盈利预测。预计公司 2019 年将加快推进回购股份和配股的进度，公司资本实力提升
将进一步提升行业竞争力。考虑 1Q19 公司投资收益超预期，我们上调 19-21 年盈利预测，预计归母净利润分
别为 70.8 亿、91.4 亿和 104.8 亿（原预计为 62.2 亿、82.7 亿和 94.2 亿），对应最新收盘价的 PE 分别为 17
倍、13 倍和 11 倍。

(联系人：马鲲鹏/王丛云/华天行/葛玉翔/许旖珊)

中国人寿（601628）2019 一季报点评：新业务价值高增 28%，投资收益大幅改善


事件：公司披露 2019 年一季报，一季度公司总资产较年末增长 3.7%，净资产较年末增长 14.4%；实现保费收
入 2723.5 亿元，同比增长 11.9%；归母净利润 260.3 亿元，同比增长 92.6%，主要源自权益市场上涨下投资
收益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大幅提升；新业务价值同比增长 28.3%。公司业绩预期将显著领先行业。



公司首次披露一季度 NBV 增速，同比大增 28.3%，源自新单稳健增长与结构优化。拆分保费结构，1Q19 公
司长险首年保费为 674.7 亿元，同比负增长 4.4%，其中首年期交保费达 667.8 亿元，同比增长 9.1%，占长险
首年保费比例达 99.0%，同比提升 12.2 pct.，趸交保费进一步压缩、同比减少 92.6%至 6.9 亿元；短期险达
264.8 亿元，同比大幅增长 68.5%；综合两者（长险首年保费+短期险），首年保费达 939.5 亿元，同比增长
8.9%。保费结构与保单品质进一步得以优化，续期保费占总保费比例同比提升 1.0 pct 达 65.5%，在持续压降
趸交业务同时公司退保率仅为 0.6%、同比下降 3.3 pct.，保险业务持续增长的同时退保金同比压降 83.0%，保
单品质大幅改善。



营销团队量与质同步提升，为后续保障险销售夯实基础。1Q19 个险渠道队伍规模达 153.7 万，较去年末增员
9.8 万人；代理人团队在规模扩张同时质量同步提升，月均有效销售人力同比增长 37.9%，月均销售特定保障
型产品人力规模同比提升 59.8%。银保渠道销售人员达 27.6 万，较年末增加 3.1 万人，其中保险规划师月均长
险举绩人力同比增长 58.7%。国寿



投资端把握一季度市场机遇，权益类投资收益拉动净利润高增。1Q19 公司投资资产为 31894.8 亿元，较年末
增长 2.7%；1Q19 沪深 300、创业板指数分别上涨 28.6%和 35.4%，公司把握一季度权益市场机遇，主动操
作、优化结构，实现投资收益 389.4 亿元，同比增长 38.2%，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由去年同期-7.4 亿元转正并大
幅增长至 139.5 亿元，拉动公司净利润同比增长 92.6%。



投资建议：经济企稳预期下板块估值修复、纯寿险标的弹性更强，预期公司一季度业绩行业领先，”重振国寿
“战略下展望后续保障型业务发展。保险板块基于从社融底到经济底、长端利率触底，启动估值修复，叠加权
益市场持续向上进一步催化估值中枢上移；国寿作为上市纯寿险标的、弹性显现，展望后续管理层推进重振国
寿战略下保障型业务稳健发展，拉动净利润与价值平稳提升。基于公司一季报净利润与 NBV 增速超预期，我
们预计公司 2019-2021 年 EPS 分别为 1.51、1.60 和 1.79 元（原预测为 1.11/1.48/1.74 元），每股内含价值
为 33.13、38.16 和 43.82 元/股（原预测为 32.41/37.29/42.78 元/股）。公司当前估值对应 2019 年 PEV 约
为 0.88X，估值处于历史 15%分位以下，维持增持评级。



风险提示：权益市场震荡下行、经济复苏低于预期、管理层转型与公司后续保障型产品销售不及预期

(联系人：马鲲鹏/王丛云/华天行/葛玉翔/许旖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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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科达（603660）一季报点评：成长性保持优异，预期差修复空间大


公司发布 2019 年一季报：Q1 实现营收 5.66 亿元，同比增长 20.7%，实现归母净利润 5017 万元，同比增长
28.0%，符合我们预期。Q1 公司毛利率 64.1%，比去年同期提升 3.6pct。



费用率继续维持高位。公司 Q1 销售费用率为 25.5%，比去年同期提高 3.5pct；研发费用率为 27.4%，比去年
同期提高 2.6pct。Q1 的研发费用绝对值达到 1.55 亿元，同比增长 33.3%，显示出公司高度重视研发的科技公
司属性。



市场对公司的理解存在三个主要偏差：1）不应给公司贴上“安防企业”的标签，我们认为公司是一家有着高
研发费用率和高毛利率的“视频科技公司”。2）视频会议/视频监控两大业务不应被孤立分析，视频融合应用
市场增速 30%以上，公司将率先享受该市场红利。3）估值方面不应简单对标安防龙头，我们认为公司未来 3
年净利润 CAGR 30%+显著高于安防对标公司，研发指标与市研率明显错配，估值应当与安防公司适当脱钩。



“视频科技公司”反映了公司真正的地位和价值。业务方面，公司的视频会议/视频监控营收各占约 50%，综
合毛利率高达 60%，只有作为提供从硬件到软件完整定制化解决方案的高科技公司，才能获取如此高的附加值；
研发方面，2018 年研发支出占营收比重 23.6%，远高于计算机和电子板块均值，保证了公司视频技术的领先
性；商业化方面，围绕“AI+大数据”战略推出了 80 多种行业解决方案，过去一年内与 5 家公安局共建视频科
技应用实验室。我们认为在 AI 化浪潮下，公司借助视频科技优势抢占传统中小型“设备提供商”的市场份额是
必然趋势，公司的行业地位将获得提升。



盈利预测：公司是综合视频应用解决方案佼佼者，在安全可控、AI 大数据、高清视频等领域具备核心竞争力。
在 19Q1 行业内公司增速普遍大幅放缓的背景下，仍然取得了较高的业绩增长。我们维持盈利预测，预计公司
19-21 年实现归母净利润 4.26/5.61/7.29 亿元，同比增长 32.4%/31.7%/29.9%，三年 CAGR 31%。公司 19-21
年对应 PE 分别为 18/14/11 倍，维持“买入”评级。

(联系人：马晓天/施鑫展)

中航机电（002013.SZ）2019 年一季报点评：降费增效、研发加力确保稳增长
事件：
公司发布 2019 年一季报，实现营业收入 24.63 亿元，追溯调整后同比增长 2.29%；实现归母净利润 5840.58 万
元，追溯调整后同比增长 23.35%；公司业绩符合市场预期。
点评：


公司营收小幅增长 2.29%，或由于一季度汽车座椅板块不景气收入下滑、航空机电产品业务稳定增长所致。我
们分析认为，公司航空机电业务受下游机型需求拉动，全年增速有望显著高于行业平均，公司全年收入稳定增
长将得到保障。



公司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23%，大幅高于营收增速，降费增效成果显著。公司销售、管理费用同比分别下降
16.2%和 6.6%，财务费用同比增加 30.2%，主要是由于公司去年可转债发行完成，一季度计提利息费用所致。
同时少数股东孙益大幅减少，主要是由于子公司精机科技下属企业利润减少所致。在国企降费增效的大背景下，
公司费用管控能力显著提升，且这一趋势仍将持续，全年盈利能力或将显著题升。



公司聚焦航空机电系统主业，积极投入新机型配套研发。公司一季度研发费用营收占比 3.3%，与去年同期 2.6%
相比显著提升。我们认为，随着下游新一代机型研发量产进程不断推进，公司新型产品也将逐渐开始贡献业绩，
坚定看好公司中长期投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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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01/154.29/181.29 亿，归母净利
润分别为 9.7/11.9/15.2 亿，对应当前股价（2019/4/25 收盘价）的 PE 分别为 28/23/18 倍，维持“买入”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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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风险提示：航空装备采购不及预期。

(联系人：韩强/王贺嘉/王加煨/李蕾/高晗)

华测检测（300012）2018 年年报点评：业绩符合预期 新总裁出任管理改善


公司发布 2018 年年报。报告期，公司实现营收 26.81 亿，归母净利润 2.70 亿，分别同比增长 26.56%和
101.63%，符合预期。



公司发布 2019 年一季度业绩预告。公司预计报告期实现归母净利润 4,300 万元-4,800 万元，上年同期亏损
2,427.56 万元。



精细化管理提升周转，资金利用效率改善，政府补助增多，增厚公司业绩。报告期，公司第一大业务生命科学
表现亮眼，实现营收 14.25 亿元，同比增长为 38.89%，工业测试、消费品测试、贸易保障营收增速均超过 10%，
最终公司实现营收增速 26.56%。尽管毛利率维持稳定，但公司规模效应出现，销售及管理费用率下滑，加之
政府补助提升，其他收益增加 0.22 亿元，最终实现归母净利润增速 101.63%，增速高于营收增速。此外，通
过新总裁出任公司，公司提升精细化管理，加大销售回款，经营性现金流大幅好转，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较上
年同期提升 95.77%。2019 年开局良好，期待公司持续发力。2019 年一季度公司成功扭亏，开局良好。



标志性项目不断落地，公司竞争力再获印证。报告期内公司成功中标中国环境检测总站国家环境空气检测网城
市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运行维护项目；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8 年食用农产品定量检测抽检项
目、2018 年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抽检项目、福田罗湖区食品快检车及快检室运营服务采购项目；成功中标北京
首都国际机场“登机桥液压油年度监测项目”、中标天津市 2018 年车用乙醇汽油抽检项目等项目。同时公司
积极争取大客户。2018 年公司与伊利集团、生鲜电商龙头企业每日优鲜等客户合作，彰显行业实力。



国内第三方检测逐步放开，长期第三方检测企业受益。2013-2017 年国内监测市场从 1398 亿扩大到 2377.47
亿元，不断扩大。当前检测市场国有企业占据主体，民营企业市场份额小，市场化政策逐步落实，检测行业已
被国务院作为国家重点发展的八个高技术服务业领域之一，市场化改革为第三方企业带来机遇。股权激励定目
标，激发员工动力。公司发布股权激励计划，行权期业绩目标分别为 2019 年~2021 年分别实现归母净利润 3
亿元、3.6 亿元、4.32 亿元，且三年累计归母净利润达到 11.5 亿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为 9.23 元/股，较当
前股价具备安全边际。



投资评级与估值：我们维持 19~20 年净利润预测 2.9、3.71 亿元，新增 2021 年预测归母净利润 4.5 亿元，对
应 19 年 PE 为 51 倍。我们认为公司为检测行业民营龙头，初具网络规模，当前优化考核并聘任新总裁，维持
“增持”评级。

(联系人：刘晓宁/高蕾)

博世科（300422）2018 年年报及 2019 年一季报点评：一季报低于预期 股权激励提信心


公司公布 2018 年年报。报告期，公司实现营收 27.24 亿元，归母净利润 2.35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85.49%和
60.37%，符合预期。



公司发布 2019 年一季报。报告期，公司实现营收 6.41 亿元，归母净利润 7083 万元，分别同比增长 23.37%
和 16.91%，原预期净利润增速 25%，低于预期。



2018 年公司业务快速推进，业绩维持高速增长。2018 年环境综合治理业务实现营收 25.52 亿元，占总营收比
为 93.68%，同比增长 84.41%。核心主业水治理及土壤修复模块项目推进顺利，分别实现营收 19.01 亿和 2.99
亿，业绩增速分别为 99.03%和 42.65%。最终公司整体实现营收 27.24 亿元，同比增速 85.49%。土壤修复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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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提升，水污染处理、固废处置毛利率略有下降，盈利水平保持平稳。计提应收坏账准备，确认资产减值损失
1 亿元，同时财务费用率上升 1.84 个百分点，最终公司实现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60.37%，增速低于营收。但
公司经营性现金净流量/营业收入为-1.46，较去年同期-13.23 现金流状况有所好转。2019Q1 公司营收增速放
缓。由于公司两大主业水污染治理及土壤修复营收增速明显放缓， 2019 年一季度公司营收增速仅为 23.37%，
业绩低于预期。


在手订单依旧饱满，期待公司蓄力后发。截至年报报告披露日，1）从行业类型区分：公司在手合同累计达 142.37
亿元（上年同期为 121.96 亿元），其中，水污染治理合同额 114.14 亿元，供水工程合同额 12.32 亿元，土
壤修复合同额 6.57 亿元，固体废弃物处置合同额 6.09 亿元，其他业务合同额 1.26 亿元，专业技术服务合同
额 1.99 亿元；2）从订单种类区分：公司 PPP 项目累计投资额 106.01 亿元（上年同期为 103.54 亿元）；
EPC、EP 类在手合同额 23.20 亿元；运营类在手合同额 10.90 亿元；专业技术服务类在手合同额 1.99 亿元。



发布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管理层业绩增长信心充足。2019 年 3 月公司发布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拟向公司高管、
中层及技术骨干人员授予 1500 万份股票期权，约占公告日公司股本总额的 4.22%，激励覆盖人员广、力度大。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每股 11.76 元。行权业绩考核目标为 2019~2021 年公司实现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相比 2018 年的增长率不低于 40%、80%、130%，公司层面业绩考核高要求彰显管理层对
公司未来业绩增长信心，提高公司经营效率。



投资评级与估值：我们下调 19-20 年归母净利润预测为 3.19、4.20 亿元（原为 3.66、4.88 亿元）、新增 2021
年归母净利润预测 4.83 亿，对应 19 年 PE 为 13 倍。公司借由工业污水处理先进技术优势积极抢占各地流域治
理及水处理项目，加上公司提前布局千亿土壤修复市场和环境评价市场，我们认为公司是具有技术优势的水、
土项目承接商，在手项目充沛，维持“买入”评级。

(联系人：刘晓宁/高蕾)

三利谱（002876）19Q1 点评：不利因素消化完毕，订单充足且募投产线，提供持续增长动力


公司公告：发布 2019 年一季报，实现收入 2.41 亿元，同比增长 50%，归母净利润-1422 万元，同比下滑 206%，
同时预计 2019 年 1-6 月净利润区间为 0-1000 万元。收入略超预期，净利润符合预期。



一季度收入大幅增长，受益于合肥工厂订单饱满及行业格局改善，预计今年公司盈利能力将大幅改善。合肥工
厂共两条产线，其中 1490mm 宽幅 1000 万平米产线已经于 2018 年量产，我们预计今年销量将达到 700 万
平米，目前行业存在严重的供给缺口，公司产品已实现小幅涨价，预计全年价格仍有一定提升空间，另外一条
1330mm 宽幅 600 万平米产线于 2018 年试产，预计今年下半年逐步爬坡。另外 IPO 募投项目预计 2020 年
上半年可投入使用，为 1490mm 宽幅 1000 万平米产线，主要针对中小尺寸客户。



一季度毛利率 5.3%触底，二季度即将反弹，合肥工厂二季度单季盈利确定性强。毛利率同比减少 17pct，环
比减少 12.67pct，一方面由于汇率因素导致原材料的成本上升，去年全年存货中原材料金额 1.38 亿，其中部
分是为大尺寸偏光片产品储备原材料采购，由于公司原材料以日元、美元计价，2018 年受汇率影响，成本平
均上涨约 5%，其中四季度采购主要为大尺寸备货，体现为 2019Q1 的材料成本上涨 5-10%；另外一方面，合
肥产线尚未满产，对毛利率也有一定的影响。我们预计 2019 年二季度合肥产线满产，单季盈利，上半年合肥
工厂微亏。



订单充足且募投产线，提供持续增长动力。公司近期启动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不超过 11 亿元，建设 2500mm
宽幅新产线，目前四条 TFT-LCD 偏光片产线。随着国内 8.5 代及 10.5 代面板线投产，带来大量偏光片采购需
求，预计大陆面板企业（不含外资在大陆设厂）对 LCD 用偏光片的需求为 2.7 亿平米，全球面板企业对 LCD
用偏光片的需求约 5 亿平米，目前我国偏光片的自给率不足 20%，因此我们预计，国内偏光片企业仍有较大的
发展空间。我们预计本次新建产线投产后，有望于 2022 年下半年开始贡献业绩，届时公司 TFT-LCD 偏光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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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将达到 6100 万平米，从产品尺寸角度看，将涵盖小尺寸到大尺寸及 65 寸以上超大尺寸用偏光片产品，
有望提升产能利用率及在上下游的议价能力。


大尺寸偏光片需求打开，带动公司业绩拐点来临，维持“买入”评级。公司作为国内偏光片领导厂商确定受益
偏光片国产化替代趋势，且未来三至五年不会有国产公司加入竞争，当前阶段预判系公司基本面左侧拐点，大
尺寸产品爬坡和业绩兑现逐步验证，预计 2019Q2 合肥工厂扭亏为盈；维持盈利预测，预计 2019-2021 年净
利润 1.16 亿、1.88 亿、2.47 亿，目前对应 EPS 分别为 1.45/2.35/3.09 元/股，对应 PE 分别为 28X/17X/13X，
若非公开发行 1600 万股，于 2020 年初完成，预计 2019-2021 年全面摊薄后 EPS 分别为 1.21/1.96/2.57 元/
股

(联系人：任慕华)

大亚圣象（000910）19Q1 点评：零售端 19Q1 仍承压，工程业务持续高增长


公司公布 19 年一季报：公司 19Q1 实现收入 14.13 亿元，同比增长 1.1%；归母净利润 0.63 亿元，同比增长
9.7%，扣非净利润 0.61 亿元，同比增长 9.7%，符合我们业绩前瞻的预期（+10%）
。19Q1 经营现金流净额为
-3.04 亿元，同比减少 25.9%，现金流主要系工程业务的应收账期所致。公司作为地板行业龙头，具备优异的
地板和人造板产品力，同时地板在全国具有 3000 家门店，市占率 12%排第一并持续提升。尽管公司前期受地
产后周期及内部治理变化的影响略承压，但我们认为公司由于其较强的产品和品牌力，有望在后期行业和管理
改善后，实现较好战略布局和业绩增长。



地板：圣象零售端仍承压，整体增长受益于工装板块持续发力。19Q1 公司实现地板零售业务收入实现略微增
长，工程业务增速较快。1）零售经销渠道受地产后周期及春节的影响，19Q1 仍承压：19 年 1-2 月由于地产
整体景气度仍较低，因此对地板销售有影响；此外春节提前的因素致使 2 月销售表现一般。尽管 3 月下半月整
体地板销售改善，但是由于订单计入报表略滞后的原因，对 19Q1 收入贡献并不显著。2）工装取得较高速增长，
大客户拓展有条不紊：公司 19Q1 工程业务增速较快，同比实现高增长，并且大客户数持续增加，目前公司拥
有超过 80 家大客户资源；由于圣象在品牌方面具有较强的消费者认知度、产品方面质量可靠且规模优势显著，
因此工装业务持续发力，为公司整体收入规模增长贡献明显增量。同时，我们预计公司 19 年工装业务仍能保持
较好增长。3）出口业务由于海外地板需求景气度一般，因此外销端仍然承压。前期由于中美贸易战关税的影响，
公司外销业务整体发展滞后，增速较内销及工程板块更慢，未来我们期待公司在海外业务和团队梳理层面有新
的梳理。



人造板：先进技术和产能扩张不断夯实规模扩大，人造板业务进入平稳增长期。19Q1 公司人造板业务实现略
微增长。其中：1）纤维板实现平稳增长：随下游定制行业规模扩大促使对于人造板的需求逐渐提升，以及无醛
板等新型材料开启密度板的新增需求，公司人造板业务规模持续增大。2）刨花板有望改善：公司宿迁 50 万立
方刨花板项目投产，缓解刨花板产能受限问题。前期由于设备调试和管理磨合阶段，因此整体盈利较不理想，
但我们预计 19 年刨花板业务有望改善并释放业绩增量。



公司盈利不断提升；持续激励自上而下提升凝聚，渠道端加强治理。公司 19Q1 的 ROE 下降 0.18pct 至 1.4%，
毛利率同比提升 0.62pct 至 34.6%，净利率回落 0.04pct 至 4.3%。公司 18 年销售费用 2.35 亿元，同比增长
2.5%；管理/研发费用 1.35 亿元/0.26 亿元，同比增长 2.9%和 28.7%（其中研发费用增长主要系费用口径变化
所致），公司在营销费用管控方面成效显著，盈利能力持续提升，主要系：1）产品结构升级：随着公司高毛利
产品规模提升，盈利能力提升。2）生产及供应链优化：公司主打品类强化地板销量持续扩增，在生产和供应链
端具备规模效应，因此持续贡献毛利增长；3）经销商梳理：公司这两年进行经销商梳理，从规章条文、处理措
施等方面进行管理治理和优化。



地板和人造板双轮驱动，业绩持续提升潜力大，消费品牌征程开启，大家居战略值得期待。剥离非木业资产、
上市公司对外宣传纳入圣象、圣象体现出符合品牌地位的盈利水平、借助圣象实力拓展大家居等战略逐渐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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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两轮股票激励计划落地，公司内部治理持续梳理，地板和人造板业务盈利水平持续提升，工装业务提供新
增长点。基于 2018-2019 年地产后周期及宏观消费因素制约，地板行业整体预计仍然略承压，但我们认为随着
公司 19 下半年公司治理的不断改善以及一二线城市地产复苏带来的利好影响，公司 19 年下半年有望整体经营
层面企稳。我们维持公司 2019-2021 年 EPS 至 1.52 元、1.70 元、1.93 元的盈利预测（YOY16%、12%、13%），
目前股价（12.90 元/股）对应 PE 分别为 8 倍、8 倍、7 倍，公司近期股价有所回调主要系行业整体估值影响，
我们预计随着公司管理层调整到位，公司盈利改善逻辑持续兑现，现在估值较其他品牌家居折价明显，维持买
入！
(联系人：周海晨/屠亦婷/杜洋)

海通证券 2019 年一季报点评：业绩大超预期，大自营弹性显现，上调全年业绩预测


事件：海通证券公布 2019 年一季报：实现营业收入 99.5 亿元，同比增长 74.5%；实现归母净利润 37.7 亿元，
同比增长 117.7%；单季 ROE 为 3.1%，同比提升 1.7pct；业绩超预期。公司 1-3 月月报累计净利润 25.5 亿
元，我们原预测 1Q19 归母净利润 28.4 亿元。



超预期部分预计主要由投资子公司贡献，公司大自营板块弹性显现。公司大幅受益于市场上涨，1Q19 投资净
收益及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合计 48.8 亿元，同比大幅增长 269%，收入占比大幅提升至 63.6%，预计直投子公
司海通开元及另类子公司海通创新业绩表现亮眼。1Q19，公司自营投资资产占净资产的比重较上年末提升
8.1pct 至 186.3%。其他方面，经纪业务 9.6 亿元，同比+7%；投行业务收入 5.8 亿，同比+1.5%；资管业务
收入 4.1 亿，同比-9.2%；利息净收入 9.1 亿元，同比-25%。



利息净收入同比下滑 25%，主要受公司主动收缩股票质押业务规模影响，报告期进一步夯实拨备。一季度末买
入返售金融资产 713 亿元，较上年末减少 114 亿元，降幅 14%，融出资金余额 549 亿元，较上年末增加 60
亿元，增幅 12%；两融市占率为 6.0%，持平 1Q18。预计部分股票质押业务到期后未再续作，公司未来开展
股票质押业务将更加审慎，甄选优质上市公司。1Q19 公司计提减值损失 2.7 亿元，同比增长 47%，进一步夯
实拨备。



经纪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6.7%，未来经纪及两融业务收入增长有望提速。年初至今（4 月 24 日）日均股票成交
额 6365 亿元，同比增长 71%；4 月 24 日两融余额 9915 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31%。考虑到去年四个季度市
场日均股票成交额与日均两融余额逐季下滑，若市场维持当前交投活跃度，则未来三个季度公司经纪与两融利
息收入增速逐季改善可期。



投行业务收入同比小幅增长 1.5%，预计香港市场投行业务维持佳绩。A 股市场方面，IPO 与债承规模同比下
降，再融资市占率提升：公司 1-3 月 IPO 承销规模 5 亿元，同比下降 55%，市占率 2.1%，目前 IPO 排队企业
共 8 家，排名行业第十；再融资承销规模 51 亿元，同比增长 53%，市占率 3.1%，提升 2.0pct；债券承销规
模 739 亿元，同比增长 48%，市占率 4.6%。预计公司投行业务收入增长主要源自于海通国际收入增长。



维持海通证券增持评级，上调 2019-2021 年盈利预测。公司前期压制估值因素明显改善，一季度归母净利润
同比增长 118%，超市场预期，大自营弹性显现，我们上调公司投资收益率假设，从而调整 2019-2021 年盈
利预测，预计 2019-2021 年实现归母净利润 96.0 亿元/119.1 亿元/133.8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84.3%、24.0%、
12.4%（原预测 72.7 亿元/95.3 亿元/111.8 亿元），当前收盘价对应 19 年动态 PE 分别为 16.6 倍、13.4 倍、
11.9 倍。

(联系人：马鲲鹏/王丛云/许旖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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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需双强”到“供强需弱”，钢价将持续承压—公历第 17 周库存数据点评


本周 Mysteel 五大品种总产量 1559 万吨，总库存 2792 万吨，总需求 1671 万吨。其中产量环比+21 万吨(前
值+12)；库存环比-112 万吨(前值-173)；需求环比-40 万吨（前值-10）。公历产量同比+130 万吨（前值+99），
库存同比-334 万吨（前值-448），需求同比+16 万吨（前值+62）。



库存方面，同环比下降，降幅明显收窄。五大品种除冷轧外，库存均有下降，螺纹和线材降幅较为明显，冷轧
库存小幅上升。厂库环比下降 1.4%，社会库存环比下降 4.6%，降幅均较上周收窄。产量方面，同比大幅上升，
环比继续小幅增长。五大品种产量环比均有小幅增长，其中螺纹、热轧和冷轧增幅相对较大。本周产量创 Mysteel
数据统计以来的历史新高，螺纹产量也是连续两周创历史记录，并且长流程和短流程螺纹钢产量均有小幅提升，
线材产量相对比较平稳。需求方面，环比继续小幅下降，降幅扩大，同比小幅上升，升幅收窄。五大品种除冷
轧需求环比小幅增长，其他品种需求均有下降，其中螺纹和热卷需求降幅相对较大。



本周建材成交下滑开始体现在库存去化速度上，并且厂库下降速度持续放缓也反映了市场需求相对较弱。前期
供需双强的格局现在慢慢在向供强需弱转变，钢价将持续承压。同时焦炭在经过了深度回调后最近开始提涨，
意味着之前享受焦炭下跌红利的钢企，盈利会加速下滑。



投资策略：对于板块整体我们仍然维持谨慎的观点。推荐大冶特钢，兴澄盈利能力远超大冶本身，大股东中信
泰富业绩承诺高，高管和核心技术骨干 3 倍杠杆员工持股，表明公司上下对自身发展前景极有信心。同时兴澄
过去两年收购的青岛特钢和靖江特钢产能规模较大，但盈利能力较差，未来在高激励优管理的推动下有望显著
改善。公司目前估值处于历史中枢偏低位置，中特集团整体上市的预期将使公司享受估值溢价。

(联系人：姚洋/郦悦轩)

中国银河(06881 HK)点评：市场反弹


中国银河证券公布 2019 年一季度业绩，收入同比增长 41.4%至 37 亿元人民币，净利润同比增长 51.1%至 15
亿元人民币。公司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同比增长 0.73 个百分点至 2.29%。经纪业务、利息收入、资产管
理、投资银行和投资收益分别占营业收入比例 51%、33%、7%、5%和 5%。公司于业绩期录入融资类业务减
值转回 5361 万元人民币。我们维持 2019 年每股收益 0.37 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30.0%），2020 年每股收益
0.46 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4.8%）， 2021 年每股收益 0.54 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 16.2%）。我们维持目标
价 6.76 港元（相当于 0.85 倍 2019 年 PB），目标价对应当前股价还有 25%的上涨空间，我们维持买入评级。



业绩反弹。中国银河于日前公布 2019 年 3 月份经营业绩，净利润达到 6.3 亿元人民币（环比增长 68%，同比
增长 70%），收入达到 13.6 亿元人民币（环比增长 53%，同比增长 45%）。同期其他香港上市中资券商总共
实现净利润总额为 93 亿元人民币（环比增长 61％，同比增长 54％），收入为 169 亿元人民币（环比增长 43％，
同比增长 54％）。2019 年一季度总共实现净利润 187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65%），实现收入 387 亿元人
民币（同比增长 57%）。我们认为强劲的业绩主要来自资本市场活跃的交易环境带来 A 股平均成交量强劲增长。



强劲市场。截至 2019 年三月末，A 股市场日均成交额达到 8847 亿元人民币（环比增长 50％，同比增长 89％），
两融余额 9223 亿元人民币（环比增长 15％，同比下降 8％），占比 2.0%A 股流通市值。沪深 300 指数环比
增长 5.5％，中证全债指数环比增长 0.4％。我们认为强劲的市场交易量有助于券商获取更多经纪交易佣金和自
营交易收入的增长。



经纪龙头。中国银河 2019 年一季度录得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同比增长 0.1%至 14.3 亿元人民币,主要来自于经
纪业务收入增加；利息净收入同比减少 26.3%至 7.4 亿元人民币，主要由于两融业务利息收入减少和利息支出
增加；投资收益同比增长 123.0%至 1.1 亿元人民币，主要由于权益类投资收益增加。我们认为公司的经纪业
务的持续增长将得益于管理层通过专业交易策略和 PB 系统优化的客户交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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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买入。我们维持 2019 年每股收益 0.37 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30.0%），2020 年每股收益 0.46 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 24.8%），2021 年每股收益 0.54 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6.2%）。我们预计增量资金将进一步提振
市场交易量，支撑公司经纪交易佣金和自营交易收入的增长，同时我们预计融资类业务减值转回对利润有正面
提振作用。我们维持目标价 6.76 港元（相当于 0.85 倍 2019 年 PB），目标价对应当前股价还有 25%的上涨
空间，我们维持买入评级。

(联系人：张怡)

荣盛石化（002493）点评：业绩符合预期，看好浙石化一体化项目国际竞争力


公司 19Q1 实现业绩 6.05 亿，符合我们的预期。公司 2019Q1 实现营业收入 164.6 亿，同比下滑 9.08%（调
整后），归母净利润 6.05 亿，同比下滑 4.79%（调整后），此前 2019 年 3 月 30 日公司发布一季度业绩预告，
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 57,256.75 万元– 69,980.47 万元，与上年同期同比变化-10 %~ 10 %，在预测范围内符
合我们的预期。19Q1PX 与燃料油价差 671 美金/吨，同比增长 82 美金/吨，但副产品价格下降，其中纯苯 FOB
价格下降 301 美金/吨至 589 美金/吨；同时根据申万聚酯盈利模型，19Q1PTA 环节利润为 115 元/吨，同比
减少 137 元/吨。



长期负债占比提升，非公开发行股票进一步优化财务结构。截至 2019 年一季度末，公司资产负债率提升 1.58
个百分点至 72.11%，其中长期借款增长 52.88%至 463.62 亿，长期负债占比从上一期 2018 年末的 35.41%
提升至 48.41%，流动性压力减小。同时公司在 3 月公告发布非公开发行 A 股预案，拟发行不超过 6 亿股募集
80 亿，用于浙石化 4,000 万吨/年炼化一体化项目一二期建设，有利于公司增强资本实力、优化资产负债结构
和降低财务费用。



炼化一体化企业在原料石脑油的成本、运输等方面有较大优势。PX 的加工成本行业内经验值为石脑油+300 美
元/吨的，我们以 70 美元/桶的油价进行测算，对比规模化的 PX 的生产成本对比参考：1、国内炼化一体化企
业相对于外购石脑油路线将会有 30-50 美元/吨的原料成本优势。2、外购混合芳烃虽然流程较短，主要取决于
混合芳烃的市场价格，如果汽柴油的价格上涨，混合芳烃的生产商更倾向于调和汽油。3、甲苯歧化过程中会
有大量的纯苯副产，而当前纯苯的价格较低，也会影响装置利润。异构化的经济效益则与邻二甲苯（OX）、间
二甲苯（IX）等市场行情有关。4、相对海外炼化一体化装置，在关税（PX 的进口到国内会有 2%的关税）、
物流、报关等费用上能节约。后续浙石化一期项目 400 万吨的 PX 装置投产后将具有明显的竞争力。



投资建议：公司在建的浙江石化 4000 万吨/吨炼化一体化项目减压装置已经于 2019 年 2 月 1 日进入试运行阶
段，有望于 2019Q4 开始贡献业绩，暂不考虑摊薄影响，维持 2019~2021 年 EPS 预测分别为 0.56 元、1.12
元和 1.29 元。对应 2019~2021 年 PE 分别为 23 倍、11 倍和 10 倍，考虑后续还有浙石化二期等项目投产，
并且有向下游深加工的潜力，公司作为民营炼化龙头具备持续成长性，维持“增持”评级。



风险提示：油价大幅下跌，聚酯产业链价差大幅收窄，浙石化项目进度不及预期。

(联系人：谢建斌/徐睿潇/江真俊/徐睿潇)

恩捷股份（002812）年报点评：上海恩捷并表实现业绩承诺，全球湿法隔膜龙头地位确立
公司发布 2018 年年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4.57 亿元（YoY +16.2%），归母净利润 5.18 亿元（YoY
+40.8%），业绩符合预期。由于上市公司于 7 月 21 日完成了实际控制人旗下湿法隔膜企业上海恩捷 90.08%股权
的收购，同比数据为对 17 年追溯调整后计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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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恩捷实现并表，顺利实现业绩承诺。上海恩捷主营湿法隔膜，由于新能源汽车销量的持续增长以及三元电
池渗透率快速提升带动了湿法隔膜需求不断扩大，即使隔膜行业面临产品价格下降压力，但上海恩捷依靠规模
效应的扩大和技术的提升，成本端也在持续优化，在其他湿法隔膜企业盈利大幅下滑的情况下，公司依然保持
了高盈利能力。2018 年上海恩捷湿法隔膜收入 13.28 亿元，同比增长 48.6%，净利润 6.38 亿元，扣非后净利
润 5.85 亿元，超出 5.55 亿元的业绩承诺。上海恩捷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6 亿元（其中 1-7 月净
利润为 2.72 亿元，按自最终控制方购买的股权比例 53.86%进行追溯调整后，归母净利润为 1.47 亿元；8-12
月净利润为 3.66 亿元，按公司实际购入上海恩捷股权比例 90.08%计入归母净利润为 3.29 亿元）。



全球湿法隔膜龙头地位确立，海外客户有望加速放量。截至 2018 年底，上海恩捷湿法隔膜产能 13 亿平方米，
出货量 4.68 亿平，全球隔膜市场占 14%市场份额，中国湿法隔膜市场占 45%市场份额。产能及市场份额均为
全球第一，全球龙头地位确立。公司下游涵盖主流动力电池企业，除国内 CATL、国轩高科、比亚迪、孚能、
力神等优质客户外，海外客户 LG 化学、三星、松下等供应链持续开拓，预计 2019 年海外高端产品将加速放
量。由于海外客户对产品品质要求更高，产品价格较国内高 50%以上，因此海外客户占比提升有利于弱化国内
隔膜价格持续下行的不利影响。为进一步满足下游客户持续增长的需求，公司计划在 2019 年底完成 20 条生产
线的建设并投产，2020 年产能规模有望达到 28 亿平，进一步扩大其龙头优势。



原有主业有所下滑，未来重心向消费品领域转移。上市公司原有主业为包装行业龙头企业，以配套烟草为主，
近两年受行业竞争加剧导致主要产品价格下降，原材料价格上涨以及并购费用增加等因素影响，2018 年归母
净利润 0.42 亿元，同比下滑 73.1%。公司募投项目将扩大无菌包装及特种纸产能，重心转向增速较快的消费
品领域，未来有望重回增长轨道。



盈利预测与估值：维持“增持”评级，维持 2019-20 年，新增 2021 年盈利预测，预计 2019-21 年归母净利
润 8.40、11.33、15.71 亿元，EPS 1.77、2.39、3.31 元，PE 31X、23X、16X。



风险提示：产能释放低于预期，行业竞争加剧导致产品价格大幅下滑

(联系人：沈衡/宋涛)

万润股份（002643）一季报点评：业绩符合预期，波动主要源于汇率影响
公司发布 2019 年一季报：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6.62 亿元（YoY +0.6%，QoQ -15.3%），归母净利润 1.01 亿元
（YoY +58.1%，QoQ -22.5%），业绩符合预期。公司订单季度间略有波动，当前整体业务稳定，业绩同比大幅
增长主要是由于公司产品出口为主，多以美元计价，2018Q1 受人民币持续升值影响，毛利率大幅下滑且造成较大
汇兑损失，导致 2018Q1 基数较低。2019Q1 人民币同样有所升值，兑美元汇率由约 6.85 升至 6.72，而 2018Q1
由约 6.50 升至 6.27，整体高于去年同期。因此 2019Q1 毛利率 39.3%，同比提升 5.8 pct，但较 2018Q4 环比下
降 6 pct。


柴油车国六标准催生国内沸石材料需求，绑定庄信万丰放量确定性高。目前全球沸石分子筛市场约 1.2 万吨，
主要应用于柴油车 SCR 尾气处理环节。随着柴油车国六排放标准的发布，重型柴油车 SCR 钒基催化剂需替换
为沸石分子筛，并且 SCR 需与 ASC 配合使用以减少过量的氨排放，ASC 也需用到分子筛材料。据我们测算，
国六标准全面实施后，国内分子筛需求将达到 1.2 万吨，仅国内增量市场便可使行业空间翻倍。公司是全球汽
车尾气净化催化剂龙头庄信万丰核心合作伙伴，依靠与龙头企业的合作，公司沸石分子筛持续放量，2018 年
产能 3350 吨，目前仍有 2500 吨产能在建，预计 19 年年底前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同时公司通过可转债募集
资金新增沸石产能（计划产能 7,000 吨/年，其中 ZB 系列沸石计划产能 4,000 吨/年，MA 系列沸石计划产能
3,000 吨/年），保障未来持续供应能力。同时产品应用领域向烟道气脱硝领域，炼油催化及挥发性有机物处理
领域等领域横向拓展，进一步打开成长空间。



九目化学引入战投，三月光电成品材料进入验证阶段，OLED 材料有望加速发展。九目化学和三月光电是万润
股份 OLED 材料板块两家重要子公司，其中九目化学主要从事 OLED 发光材料中间体研发和生产，2018 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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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公司引入三家战略投资者烟台坤益、高辉科技、露笑集团，有利于九目化学扩大经营规模，提升技术、管
理水平和盈利能力，同时解决资金需求，增强其自身抗风险能力；三月光电在光学匹配层（CPL）材料和 TADF
绿光单主体方向获得突破性进展，性能已经达到商业化应用水平，目前已有专利材料在下游面板客户认证，19
年有望迎来突破。2018 年九目化学实现营业收入 2.36 亿元，净利润 2318 万元，三月光电实现营业收入 535
万元，亏损 1475 万元。随着三月光电专利材料的突破，业绩有望大幅改善。


投资建议：维持“增持”评级，维持盈利预测，预计 2019-21 年归母净利润 5.21、6.59、8.28 亿元，对应 EPS
0.57、0.72、0.91 元，PE 19X、15X、12X。



风险提示：显示材料需求下滑，沸石材料需求不达预期，汇率大幅波动

(联系人：沈衡/宋涛)

南极电商(002127)点评：Q4 南极人品牌超预期，货币化率表现优异，维持买入


2018 年公司 GMV 同比增长 65.5%达到 205 亿元，全年货币化率稳定。1）18 年利润增长 65.9%。2018 年
公司实现收入 33.5 亿元，同比增长 240.1%；实现净利润 8.9 亿元，同比增长 65.9%。2）Q4 单季净利润同比
增长 49.6%。18 年四季度公司实现收入 13.1 亿元，同比增长 123.9%；净利润 4.4 亿元，同比增长 49.6%。
其中，3）GMV 高增长，货币化率稳定。公司本部业务四季度实现 GMV 合计 99.8 亿元，同比增长 68.7%；
公司本部 5.3 亿元，同比增长 70.0%。货币化率方面，我们推算的 18 年全年货币化率为 4.6%，四季度货币化
率约为 4.8%，较去年同期保持稳定，货币化率表现超预期。



18Q4 三大平台 GMV 均有所提速，南极人品牌大幅增长超预期。1）分平台来看，18Q4 公司阿里渠道 GMV
达 72.3 亿元，同比增长 65.0%；京东渠道 GMV 达 16.1 亿元，同比增长 62.6%；拼多多渠道 GMV 达 8.3 亿
元，同比增长 110%，较三季度均有所提速。2）分品牌来看，18Q4 公司旗下品牌群中，南极人品牌 GMV 达
89.5 亿元，同比增长 72.2%，表现超预期；卡帝乐品牌 GMV 达 8.7 亿元，同比增长 45.2%。3）分品类来看，
内衣、男装、家纺三大品类分别占比 29.9%、16.2%、14.9%，头部品类均保持中高速增长。



应收账款规模有效控制，年底回款情况良好。2018 年报预计应收账款净值 7.2 亿元，较 2018 年三季报下降 3.6
亿元。本部品牌综合服务业务方面，2018 年应收账款规模 4.2 亿元，较 2017 年末增加 24.2%，本部业务应收
款增速远低于收入增速，回款情况进一步改善。保理业务方面，2018 年应收账款 1.7 亿元，较 18 年三季报下
降 2.9 亿元，保理款年末回款情况得到控制。时间互联业务方面，2018 年应收账款 1.2 亿元，较 18 年三季报
下降 1.5 亿元。全年来看，公司本部业务经营性现金流 5.8 亿元，同比增长 13.7%。



线上马太效应强化，体系生态护城河不断加深。1）8 个类目稳居阿里前十。2018 年公司共在包括内衣、床上
用品、男装、婴童装、流行男鞋、孕妇用品、居家布艺、服饰配件等 8 个一级类目 GMV 居阿里平台行业前十
名，部分品类位于首位，优势品类市占率稳健提升。2）前后端资源进一步聚集。前端经销环节，2018 年公司
体系内经销商总数达 4186 家，较 17 年底增加 759 家；经销商线上店铺数量发展至的 5535 个，全年增加 1093
个。生产制造环节，2018 年公司供应商数量达到 866 家，全年增加 20 家，供应链体系兼具“优质低价”和“快
速反应”能力，扶持供应商体系周转效率优化，实现经营生态的健康发展。3）时间互联稳健发展。2018 年时
间互联客户突破 1300 家，入选为 2019 年小米渠道电商行业独家代理商，并被 VIVO 授予“2018 年最佳服务
奖”
，竞争力持续优化。



公司年报业绩增长超预期，我们继续看好定位高性价比的大众消费需求增长趋势，维持“买入”评级。公司持
续表现强劲增长，线上搜索马太效应红利持续兑现。我们看好公司核心品类市占率进一步提升，新兴品类成长
态势良好，维持 19、20 年盈利预测，新增 2021 年预测预计 19-21 年 EPS 分别为 0.51/0.65/0.82 元，19-21
年对应 PE 分别为 23/17/14 倍。公司应收账款规模得到进一步控制，资产负债表质量进一步优化，维持“买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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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
(联系人：王立平/陈泽人)

索菲亚（002572）19 年一季报点评：19Q1 业绩阶段性承压；接单回暖，收入增速有望逐季回升
公司公告


公司公告 2019 年一季报，收入符合预期，利润低于预期。2019 年 1-3 月实现收入 11.85 亿，同比下滑 4.7%；
实现归母净利 1.07 亿，同比增长 3.7%；实现扣非净利 7941.88 万元，同比下滑 18.3%，非经常性损益主要是
投资奥飞数据产生的投资收益。2019 年 Q1 实现经营性净现金流为-4.19 亿元（vs2018Q1 为-2.50 亿），主
要系集中支付货款应付账款减少（19Q1 末较年初减少 1.85 亿 vs 18Q1 末较 18 年初减少 0.63 亿）。



索菲亚定制家具：收入端承压，产品结构调整保证毛利率稳定。2019Q1 索菲亚定制家具（含家具家品）实现
收入 10.38 亿，同比下滑 7.35%。1）受春节提前及 18Q4 接单承压影响，客户数下滑。2018 年 Q4 公司仍延
续单平米促销模式，促销活动效果甚微，接单不理想；叠加 2019 年春节提前因素，导致 2019 年一季度的工
厂端订单不足。2019 年 Q1 公司客户数 8.6 万，同比减少 9.6%。2）受 2018 年 4 月降价影响，客单价增速
放缓。公司单个客户柜体数与高端产品占比持续提升，即使 2018 年 4 月公司出厂价下调约 5%，2019 年 Q1
客单价仍同比增长 2.4%至 10825 元/户。3）高端产品规模化优势显现，对冲降价带来的毛利率下行压力。公
司康纯板、吸塑板、烤漆板等高端系列产品销量逐步增加，采购端、生产端逐步体现规模效应，毛利率高于原
有产品，对冲降价带来毛利率的下行风险。2019 年 Q1 衣柜毛利率 37.65%，同比提升 0.10pct。



橱柜与木门：收入稳健增长，规模效应逐步显现明显减亏。橱柜：2019 年 Q1 司米橱柜实现收入 1.08 亿元，
同比增加 12.98%；亏损 1817.72 万元，减亏 34.36%。木门：2019 年起公司将木门品牌调整成为“索菲亚木
门”，
与衣柜品牌联动效应提升，
全品类战略带动下，2019 年 Q1 木门实现收入 2838.25 万元，同比增长 36.10%；
亏损 1377.59 万元，减亏 34.46%。



促销活动短期带动销售费用率提升；接单回暖，后期收入增速有望逐季提升。2019 年 Q1 公司销售费用 1.51
亿元，同比增加 9.20%（年初规划 2019 年销售费用增长 10%，Q1 销售费用在预算内），导致 2019 年 Q1
销售费用率同比提升 1.62pct。受节后促销影响，公司 3-4 月终端接单回暖，终端接单向工厂下单有一定滞后
性，我们预计 Q2 起收入增速将逐步恢复。



大家居融合店快速开店；持续补贴经销商逆势开店与重装，巩固渠道优势。2018 年衣柜新开店 310 家、橱柜
新开门店 100 家、大家居新开 78 家，翻新存量门店约 500 家；2019 年 Q1 新开千平大家居融合店 39 家，
大家居融合店将实现衣柜、橱柜、木门的有效联动。2019 年公司继续鼓励经销商多开新店和重装旧店，公司
对经销商新开店的上样产品给予高折扣的优惠，在原有衣柜门店上样橱柜产品，带动橱柜销售增长。稳定的经
销商体系叠加新开店贡献业绩，构建 2019 年公司收入增长动力。



终端接单回暖，收入增速逐季回升；营销短板补齐，叠加稳固经销商体系，长期价值凸显，维持买入！2018
年以来持续的高开店，叠加头部经销商实力突出，一二线地产回暖带来弹性更强；衣柜为主，未来受精装房冲
击幅度有限；多品类一城一商，有利于品类间相互带单导流，提升客单价。短期看：2018 年底管理层调整，
营销新任负责人到位，营销政策与经销商管理执行到位，收入增速有望逐季回升。中长期角度，信息化、柔性
化工厂打造成本优势壁垒，经销商体系更稳定，凸显长期成长价值。我们维持公司 2019-2021 年 EPS 的盈利
预测为 1.20 元、1.41 元和 1.69 元，YoY 为 15%/18%/20%，4 月 25 日股价（21.84 元）对应 2019-2021
年 PE 分别为 18 倍、15 倍和 13 倍，维持买入！


(联系人：周海晨/屠亦婷/柴程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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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报告推荐
整体持仓处历史低位，盈利弹性标的持仓回暖-2019Q1 汽车行业基金持仓
分析

宋亭亭，分机 7230

行业重仓持股市值占比环比持平，百货板块提升-2019Q1 零售行业公募基
金持仓分析

赵令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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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昕晔,宋涛，分机 7433

平煤股份（601666）深度：受益于国企改革的低估值中南区域焦煤龙头标
的

孟祥文,刘晓宁，分机 7410

华峰氨纶（002064）点评：公司氨纶产销逆势持续增长，重庆低成本新产
能的投放将焕发新的活力

马昕晔,宋涛，分机 7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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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立平，分机 7468

光华科技（0027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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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涛，分机 7505

中材科技（002080）点评：叶片受益风电需求复苏，玻纤扩产带动盈利提
升

韩启明,刘晓宁,郑嘉伟，分机 7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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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立平，分机 7468

三友化工（6004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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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涛,李楠竹，分机 7505

宁德时代（300750）点评：业绩增速符合预期，现金流彰显产业链霸主地
位

韩启明,刘晓宁,郑嘉伟，分机 7424

璞泰来（603659）点评：业绩增速符合预期 毛利率有望企稳回升

韩启明,刘晓宁,郑嘉伟，分机 7424

洽洽食品（002557）点评：春节错位致收入增速放缓，盈利能力如期改善

吕昌,毕晓静，分机 010-66500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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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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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昌，分机 010-66500561

广州酒家（603043）点评： 2018 年量价齐升促增长，看好市外拓张成长
路径

刘乐文

洁美科技（002859）点评： Q1 业绩底部确认，需求端恢复在即

马晓天，分机 7545

九牧王（601566）点评：三大平台构建完毕，19 年门店数量有望扩张

王立平，分机 7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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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立平，分机 7468

劲嘉股份（002191）点评：2019 年一季报点评：2019Q1 开门红，彩盒翻
倍增长超预期

周海晨,屠亦婷，分机 7446

宝钢股份（600019）点评：2018 年报及 2019 年一季报点评：18 全年稳

姚洋，分机 7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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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19Q1 业绩下滑
天顺风能（0025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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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启明,刘晓宁,郑嘉伟，分机 7424

石基信息（002153）点评：利润符合预期，重大突破前蓄力

刘洋,刘畅，分机 7428

陕天然气（002267）点评：售气量稳步增长 管输费下调拖累业绩

刘晓宁,王璐，分机 7415

苏泊尔（002032）点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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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正,周海晨

深圳燃气（601139）点评：售气量维持高增长 期待 LNG 接收站投产

刘晓宁,王璐，分机 7415

招商证券（600999）点评：子公司投资收益超预期，未来投行业务空间可
期

马鲲鹏,王丛云

中国人寿（601628）点评：新业务价值高增 28%，投资收益大幅改善

马鲲鹏,王丛云

海通证券（600837）点评：业绩大超预期，大自营弹性显现，上调全年业
绩预测

马鲲鹏,王丛云

财政困难系数高与地方债务风险大不存在必然关系——2019 年 4 月 24 日
债市日评

孟祥娟，分机 7396

一季度指数基金遭遇赎回，债券指数基金热度不减

宋施怡，分机 7599

汇编早间版 190425

谢高翔，分机 7413

汇编综合版 190425

庄杨，分机 7586

融资融券日报 190425

李念，分机 7562

中国银河 (06881 HK) - 市场反弹

张怡

【申万宏源晨会纪要】贵州茅台季报点评，及平煤股份深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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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工

姓名
王征

直线

分机

E-mail

负责人

23297518

7518

wangzheng4@swhys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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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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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文霓

华南机构部负责人

23297211

夏苏云

销售经理

0755-83027814

xiasuyun@swhysc.com

陈左茜

销售经理

0755-23832751

chenzuoxi@swhysc.com

华东机构部

华北机构部

华南机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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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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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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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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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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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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莉莉

业务支持小组

23297235

余洁

业务支持小组

33388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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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业务部

产品发展部

综合业务部

客户服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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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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