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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业评论 

1.1、 政策护航文化传媒发展 关注低估值及细分头部特色标的 

分析师：朱珠  S0350519060001 

事件：2020 年 2 月 25 日全国一网政策预期渐落地（官网未发布，但相关内容披露）；2 月 26 日海市委宣传部副

部长指出，上海即将发布《上海市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财政扶持资金申报指南》。其中明确，上海将对演艺、

文旅、电竞、文化会展等受疫情影响较大、主动创新转型、信用良好、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文创企业，优先予以支

持。 

 

点评： 

1、文化传媒属于轻资产、意识形态的可选消费赛道，自上而下的政策端护航是基石。我们在前期报告《外部政

策护航行业健康发展》指出，自上而下看政策端的关注非打压而是护航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市场创造了良好

的营商环境，本次疫情下，从全国到各省，均给相关企业以支持，其中，上海地区率先提出，将发布《上海市促

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财政扶持资金申报指南》，涉及演艺、文旅、电竞、文化会展，可关注上海地区的文创企业，

如风语筑、游族网络、世纪华通、号百控股等。 

 

2、全国一网虽官网未披露，但其内容市场已预期。本次政策从 2019 年 2 月到 2020 年 2 月，已近一年酝酿，

其社会价值大于经济价值，其核心是通过中国广电、各省网、张略投资者参与组建，建设有广电特色的 5G 网络

并赋能有线电视网络，完成以全国互联互通平台为基础的有线电视网络 IP 化、智能化改造，促进有线电视网络

转型升级，提升规模效益降低成本的同时，增强有线电视网络产品、服务供给能力，提供其竞争力。目前上市广

电系企业均受益，下一次催化可关注行业峰会 CCBN 的进展。 

 

3、疫情有始有终，2020 年一季度业绩对部分企业的影响已渐预期，二季度有望渐恢复，在调整中中长线可关注

头部院线（横店影视、万达电影）、图书（中信出版、新经典）。 

 

风险提示：游戏、影视等内容表现不及预期风险；重点关注公司未来业绩的不确定性;行业估值继续下行风险   

2、 公司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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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沃施股份（300483.SZ）进一步提升中海沃邦控股，维持重点推荐 

分析师：范益民  S0350519100001 

公司拟非公开发行募资不超过 11 亿元，其中 5.8 亿用于进一步收购中海沃邦 10%股权；享有权益比例提升至

58.32%，将进一步增厚并表归母净利润；另有 5.2 亿募集资金拟用于偿还借款及补充流动资金，将明显减少公

司财务费用负担，提升盈利能力。 

 

公司公告中石油煤层气公司已获得 2018-2019 年致密气补贴共 9026 万元，公司预计，中海沃邦将获得分配 7852

万元（即 87%），也将显著增厚今年业绩。另外，中海沃邦石楼西区块 30 井致密气 12 亿方/年开发方案已在今

年初通过中油煤审查，公司将进一步加快致密气开发进度。 

 

暂不考虑此次非公开发行影响，维持此前 “买入”评级。 

 

风险提示：致密气产量不及预期等。           

3、 最新报告摘要 

3.1、 解决方案提供者，业绩进入增长通道——海兴电力（603556）事件点评 

分析师：谭倩  S0350512090002  分析师：尹斌  S0350518110001  联系人：张涵  S0350118050002 

公司四季度业绩好于三季度，体现业绩增长潜力。公司 2019 年四季度单季度利润 1-1.5 亿元，符合预期，好于

三季度水平，经过订单确认周期和季节性放缓后，业绩重回增长，我们预计四季度业绩好转，主要来源于海外在

手订单的加快确认，以及国内订单的平稳交付。 

  国内电表迎来更换周期，公司将显著受益。从智能电表的 8 年更换周期看，2019-2020 年进入更换高峰期，同

时电网智能电表新标准发布在即，预计招标量将持续增长。根据国网招标公告统计，国网 2019 年智能电表招标

量同比增长接近 40%。作为在国内电表市占率排名前列的公司，公司的中标量也出现较大幅度增长。 

 持续看好公司海外解决方案的提供和营销能力。经过 27 年的发展，公司已建立了全球化的营销平台，在海外，

公司通过十二个海外市场地区部，广泛建立与电力客户的组织间客户关系，提升区域营销优势；通过客户经理、

解决方案专家、交付专家形成面向客户的营销体系，提供以客户需求为关注焦点的电力系统解决方案。 

 同时，近年来，公司已提前布局物联网架构、通信架构、数据处理、通信模组、边缘计算等物联网核心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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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将打造新的业务模式增长点。 

 盈利预测和投资评级：首次覆盖，给予“买入”评级。预计公司 2019-2021 年分布实现归母净利润 5、6.6、7.8

亿元，对应 EPS 分别是 1.01、1.34、1.57 元。目前公司估值处于较低水平，同时我们看好公司的长期增长。首

次覆盖，给予公司“买入”评级。 

 风险提示：1）大盘系统性风险；2）海外需求增速不及预期，海外政治风险，海外竞争过大；3）国内电表需

求不及预期。 

3.2、 5G 与云计算推动数据中心需求，储能处于产业爆发前夜——科士达

（002518）动态研究 

分析师：谭倩  S0350512090002  分析师：尹斌  S0350518110001  联系人：张涵  S0350118050002 

5G 与云计算热潮带动数据中心建设，公司直接受益。5G 技术将带来数据的爆发。更快、更密集的数据流将会

推动数据中心需求提升。随着 5G 技术普及与成熟,数据中心也将进入大规模的集中数据中心与分散的边缘数据

中心共同发展的阶段。新冠疫情蔓延带动了远程教育、办公需求，远程教育/办公对于云数据中心的能力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为了保障服务能够正常运行，云数据中心的计算、存储、网络等资源进行扩容，从而带来数据中心

等基础设施需求。以 UPS（不间断电源）为核心的数据中心集成化产品是公司的核心业务，2018 年占到公司收

入的 63%。公司持续挖掘行业客户需求，在保持金融等传统行业中的优势地位，进一步突破通讯行业，已经多

次入围中国移动、联通、电信的相关项目建设。随着 5G 基站建设加速、边缘计算的兴起，一体化集成产品的市

场需求逐步放量。公司的 IDU 一体化产品也广泛适用于国内 ETC 改造、微机房建设、改造项目中。 

 全球光伏需求持续增长，储能处于产业爆发前夜。一季度是国内光伏淡季，疫情不影响全年需求总量，只是使

国内需求释放的节奏更集中于二、三季度，公司光伏逆变器业务短期受益于行业需求释放，长期受益于平价上网。

特斯拉屋顶光伏将于年内进军中国，是典型的光伏与储能结合的应用场景。电化学储能成本的不断降低，为化学

储能的进一步商业化应用与推广提供了条件，风光平价后进一步发展需结合储能，产业爆发在即。公司与宁德时

代共同出资设立合资公司宁德时代科士达，布局储能产业链核心环节。公司持有合资公司 49%股权，将配套宁

德时代电芯提供储能系统 PCS、储能 pack、光储充一体化产品。储能业务将成为公司未来重要增长点。 

 新基建补足新能源车短板，充电桩业务迎来发展良机。抗击疫情的背景下，政治局会议提到要发挥好有效投资

关键作用，加大新投资项目开工力度，加快在建项目建设进度。我们认为以充电桩为代表的新基建是重要的投资

方向。车桩比失衡在一定程度限制了新能源车的发展，随着新能源车保有量提升，充电桩短板将更加明显，2020

年充电桩建设有望全面提速。公司充电系统解决方案在公共交通领域、城投项目、充电运营商领域、车企、房地

产等多个行业和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充电桩会逐渐向有技术、有渠道、有资金实力的设备制造商集中，公司充

电桩业务有望实现超越行业的增长。 

 盈利预测和投资评级：我们认为，1）5G 与云计算带来数据流爆发，从而推动数据中心建设需求，公司作为数

据中心集成化产品国产龙头厂商直接受益；2) 全球光伏需求持续保持高增长，储能处于产业爆发前夜，与宁德

时代合作，储能业务将成为公司未来重要增长点；3）充电桩布局有望加速推进。预计 2019-2021 年净利润分别

为 3.5/4.2/5.2 亿元，对应的 PE 分别为 27/22/18 倍，维持“买入”评级。 

 风险提示：数据中心业务发展低于预期风险；充电桩建设不及预期；新能源政策波动风险；公司储能业务推进

的不确定性；大盘系统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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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负极业务扶摇直上，上游一体化打造核心优势——中科电气（300035）

事件点评 

分析师：谭倩  S0350512090002  分析师：尹斌  S0350518110001  联系人：张涵  S0350118050002 

盈利能力持续改善，股权激励平滑短期业绩。依据业绩快报，Q4 利润总额 3970 万元，比 Q1-Q3 单季营业利润

（均在 4100 万以上）略有下降，全年总体盈利能力保持稳定向上。2019 年为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实施的第一年，

摊销了股权激励相关费用 2197 万元，根据公司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的股权激励摊销方案，公司 2020 年后摊

销的股权激励相关费用将大幅减少，预期公司 2020 年期间费用率有望下降，后期利润增长空间较大。 

 负极维持高景气，定制向上游延伸打造持续竞争力。随着全球动力电池和高端消费电子市场规模的增长，人造

石墨作为目前主流电池厂商的负极材料方案，其景气度持续提升。公司 2017 年收购中科星城，其深耕负极十余

年，技术储备深厚，正式切入负极材料产业链；2018 年收购格瑞特，覆盖上游石墨化加工产业链。 

 2019 年公司定增扩产 1.5 万吨负极材料和 1 万吨石墨化产能，并参股石墨化加工企业集能新材 37.5%股权；预

计 2020 年负极产能由年初 2.2 万吨爬升至年末 4-5 万吨的水平，石墨化产能由年初 1 万吨爬升至年末 2 万吨，

同时参股体系的石墨化产能也将持续释放。一方面进军负极蓝海为公司未来创造新增长点，负极材料的高壁垒和

广阔的市场空间为公司带来广阔的成长空间；另一方面石墨化自给率的不断提升有助于提升供应链稳定性并减少

原材料价格波动，上下游一体化的产业协同效应将持续打造成本优势。 

 下游渠道持续突破，后起之秀打造优质客户结构。公司配套比亚迪、宁德时代、SKI 等动力电池厂，并于 2019 

年切入 ATL 供应链进军消费电池负极，下游客户结构优异，彰显公司全球竞争力，依据下游客户情况，国内客

户：1）宁德时代下游合资车型即将出货 2）2020 年为比亚迪刀片电池元年，自身车型迎来增长的同时，动力电

池外销量预期提升；海外客户：（1）宁德时代欧洲工厂投产在即，其配套宝马新车型预计带来电池出货大增长；

2）SKI 中国、匈牙利、美国三地工厂 2020~2022 年新产能即将投放，需求明确，产能总体将迎来数倍的增长。

优质下游的需求提升有望为中科电气持续贡献业绩弹性，2020~2021 年公司大概率实现负极业务业绩放量。 

 首次覆盖，给予“买入”评级：预计公司 2019-2021 年将分别实现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1.58、2.24、2.87 亿元，

对应 EPS 为 0.25、0.35、0.45 元。基于新能源车产业链持续向好，人造石墨负极环节壁垒较高，公司产能投放

带来出货量增长的同时，持续加大原材料石墨化自给率，盈利能力持续优化，其长期核心竞争力显著，首次覆盖，

给予“买入”评级。 

 风险提示：新能源车销量低于预期；政策波动风险；产品价格低于预期；大盘系统性风险。 

3.4、 区块链为帆，东港再启航——东港股份（002117）深度报告 

分析师：宝幼琛  S0350517010002  联系人：张若凡  S0350119070030 

印刷业务稳定，覆合类业务发力。公司是国内特种票据印刷龙头，在《印刷经理人》杂志发布的 2019 年印刷行

业前 100 强排行榜排名第 25 名。受电子化浪潮以及环保政策趋严影响，中小企业开始退出市场，印刷行业整体

规模萎缩，但集中度正快速提升，2018 年印刷行业 CR100 达到 20.2%，同比大幅增加 6 个百分点。公司覆合

类业务经过了近 10 年的发展，智能卡已经成长为公司支柱产品，规模化生产下产能利用率和产品毛利率快速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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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2018 年公司覆合类产品的营业收入增长 62.82%，毛利率大幅提高 15.8 个百分点，达到 40.7%，2019 年

上半年进一步提高到 48.4%，规模优势开始显现。我们认为，公司作为特种印刷行业龙头，将在集中度提高过程

中受益，印刷业务基本维持稳定，以智能卡为代表的覆合类产品规模优势开始显现，利润水平或将有所提高。 

 依托优质客户粘性，拓展信息技术服务业务。公司拥有优质的财税客户，涵盖财政、税务等政府机构，银行、

保险等金融机构和大型企业类客户，长期服务经验使得公司对财税客户需求和痛点有着深刻的理解。2013 年公

司开始发展技术服务业务，向综合信息服务商转型，布局发展电子档案、电子彩票、电子发票、电子票证、电子

证照等。从票据印刷到 RFID 智能标签再到信息技术服务，公司业务实质是紧随客户需求发展，引领票证行业向

前发展，具有很强的专注性和连贯性。我们认为，公司长期服务于财税和证照领域，具有前瞻的市场判断和较强

的客户粘性，信息服务业务仍以传统优质财税客户为基础，场景落地确定性较高。目前公司新渠道彩票销售业务

稳步推进，自助彩票机已具备高市占率；档案管理与电子档案业务已经达到一定规模，子公司股份制改造完成，

目标分拆上市。 

 电子发票行业重塑，区块链打开公司成长空间。2019 年 4 月，国税总局发文强制要求第三方电子发票服务平台

免费提供电子发票四项基础服务，由票据信息衍生出的一系列增值服务开始了平台方的主要盈利模式。2019 年

7 月，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税务 UKey 技术规范》，将硬件和硬件驱动部分全面市场化，各符合条件的厂商均可

按照规范研制税务 UKey。2019 年 11 月开始，多地税务局开始推广增值税电子发票公共服务平台，并免费向小

规模纳税人发放 UKey，大幅削弱了税控盘/金税盘地位。我们认为，在减税降费原则基础上，国家税务总局正通

过一系列政策，从商业模式和竞争格局等多方面重塑电子发票行业，同时加速了区块链电子发票落地速度，对于

公司来说是历史性的发展机遇，公司在电子发票领域的成长空间被打开。同时，财政电子票据和电子证照也是区

块链落地核心场景，公司在区块链技术领域有深厚积累，又拥有深厚优质的客户资源，我们看好公司区块链在财

税和政务领域的落地发展前景。 

 盈利预测和投资评级：维持“买入”评级。我们认为，公司传统印刷类业务依旧稳健，覆合类业务已成支柱，

信息服务业务发展前景广阔，看好公司区块链在财税和政务领域的落地发展前景。我们预计，公司 2019-2021

年 EPS 分别为 0.51/0.59/0.69 元，对应当前股价 PE 分别为 28/24/21，维持“买入”评级。 

 风险提示：1）区块链相关业务进展不及预期的风险；2）印刷业务发展不及预期的风险；3）公司业绩不及预

期的风险；4）系统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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