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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 收盘点位 
涨跌（%） 

一日  五日 年  

沪深 300 3698.05 -0.66 3.04 -9.73 

上证指数 2764.91 -0.60 2.32 -9.35 

中小板指 6595.98 -0.90 0.11 -0.55 

创业板综 2233.33 -0.82 0.39 6.13 

恒生指数 23352.34 -0.74 7.57 -17.16 

日经 225 18664.60 -4.51 11.59 -21.10 

标普 500 2630.07 6.24 9.16 -18.59 

道琼斯 22552.17 6.38 12.27 -20.98 

纳斯达克 7797.54 5.60 9.05 -13.10 

法 CAC40 4543.58 2.51 17.85 -24.00 

德国 DAX 10000.96 1.28 16.15 -24.52 

英 FTSE 5815.73 2.24 12.89 -22.89  

资料来源：长城证券研究所 

 

指标 收盘价 
涨跌（%） 

一日  五日 年 

美元指数 

 

99.32 -1.59 -3.48 2.61 

7.07 -0.07 0.24 5.44 

1.10 1.51 3.61 -2.01 

1636.20 0.17 11.08 24.41 

569.00 -2.23 -9.68 -16.69 

26.22 -3.03 7.86 -56.45 

26.26 -5.23 -28.54 -60.10   

人民币汇率 

欧元-美元 

黄金现货 

BDI 

WTI原油 

BRENT原油 

资料来源：长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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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要点 
                 

行业研究 

 轻工制造行业：轻工周报：追踪美废出口流向再论纤维缺口，推

荐关注必选消费及超跌个股 

仍坚定看好竣工端主旋律，同时关注超跌 C 端龙头。（张潇，邹

文婕）    

个股研究 

 贝斯特（300580）：贝斯特 19 年年报点评：维持推荐 

第一大客户收入大幅增长 35%，再融资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业务

（孙志东，刘欣畅） 

 恒为科技（603496）：恒为科技（603496）公司 2019 年年报点评：

维持强烈推荐 

事件：2020 年 3 月 26 日晚间，公司发布 2019 年年报，共实现营

业收入 4.34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0.63%；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为 6,734 万元，同比减少 35.97%。（周伟佳，李雪

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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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与个股 
 

行业研究： 
 

 轻工制造行业：轻工周报：追踪美废出口流向再论纤维缺口，推荐关注必选消费及超跌个股 

本周专题：美废都去哪儿了？尽管中国减少美废的进口，但美废纤维仍是中国纤维市场重要的补充，当前主要

通过东南亚市场的废纸浆、以及箱板瓦楞纸进口的形式流入国内，但从美废出口总量的角度来看，东南亚市场

的纤维补充不能满足国内的纤维需求。2021 年美废进口为零，将加剧国内纤维紧张的局面。我们认为中期来看，

以海外投资为基础的低成本纤维获取竞赛将持续，美废全球流动的重构将加速行业集中，重点推荐关注拥有海

外纤维布局的【太阳纸业】【山鹰纸业】【玖龙纸业】【理文造纸】。 

家居：仍坚定看好竣工端主旋律，同时关注超跌 C 端龙头。1-2 月全国住宅商品房销售面积 7489 万平方米，同

比-39.2%；30 大中城市成交面积同比-38.6%；家具社零 142 亿元，同比-33.5%。短期看，地产销售端及 C 端消

费受疫情影响较大，但我们维持 20 年竣工回暖判断，继续推荐精装业务占比较高的【蒙娜丽莎】、【江山欧派】、

【帝欧家居】。在海外疫情蔓延的影响下，拥有出口业务的软体家具短期估值受到压制，喜临门、顾家家居、敏

华控股、梦百合近一月分别下跌 11.8%、17.6%、30.4%、36.6%，对 20 年 PE 分别为 10.0x、15.8x、8.9x、12.7x，

布局机会已经显现，推荐海外销售占比较低的软体龙头【顾家家居】；同时建议关注内销电商渠道放量支撑，高

股息低估值的【敏华控股】，长期空间广阔的记忆棉床品龙头【梦百合】，以及估值具有安全边际的【喜临门】。

TDI、MDI 成本继续下行，静待海外疫情拐点。疫情或加速行业集中，建议逢低布局定制板块核心标的【欧派家

居】、【尚品宅配】、【索菲亚】。 

造纸包装：重点关注需求较为稳定的双胶纸，规模纸厂 4 月减产铜版纸对价格形成支撑。废纸系：本周废纸系

价格继续回调，其中废纸周环比-6.57%至 1888.35元/吨，箱板纸周环比-6.28%至 4093.33元/吨，瓦楞纸周环比-9.1%

至 3354 元/吨。受海外疫情爆发外贸需求下滑拖累，废纸系本周价格下跌较多，市场交易氛围冷清，纸厂库存有

所增加，短期看废纸系仍将承压。文化纸：本周铜版纸价格稳定在 6166 元/吨，双胶纸略降 0.39%至 6358 元/吨。

本周铜版纸规模纸厂发函，计划对 4 月铜版纸减产，其中 APP 减产 3 万吨，太阳减产正常供应量的 25%（约 2

万吨），山东晨鸣、山东华泰停机 7-10 天（约 2-3 万吨），合计减产约 7-8 万吨。双胶纸相对稳定，后续随着教

材招标展开，需求端支撑将加强。白卡纸：本周白卡为稳定市场再传涨价函，实单价格与上周持平，大部分企

业生产正常，库存有所增加，预计短期内白卡价格将维持稳定。木浆方面，国内木浆价格基本持平于 4058 元/

吨，海外 Arauco 80 万吨浆厂 3 月 25 日起停机，新一轮进口针叶浆外盘报价提涨 20 美元/吨，但需求端支撑偏弱，

港口库存仍位于高位，预计短期还将以低位波动为主。 

本周推荐：首选必选消费板块，全年消费韧性具有稀缺性，关注受延迟开学影响估值回落，但基本面优质的【晨

光文具】，以及 B2B 办公物资与云视频双轮驱动的【齐心集团】，需求稳健的【维达国际】、【中顺洁柔】。家具板

块短期受到压制，但竣工回暖判断不变，建议关注【蒙娜丽莎】【江山欧派】、【帝欧家居】；软体已现大幅回调，

当前估值性价比较高，推荐【顾家家居】、【敏华控股】、【梦百合】；定制推荐龙头持续成长关注【欧派家居】、【尚

品宅配】、【索菲亚】。造纸包装：海外疫情短期影响供需平衡，建议关注穿越周期、具有长期成长性的【太阳纸

业】，行业格局向好的【博汇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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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斯特（300580）：贝斯特 19 年年报点评：维持推荐 

公司发布 2019 年年报和 2020 年一季报预告，2019 年公司实现营收 8.02 亿元，同比增长 7.67%；归母净利润 1.68

亿元，同比增长 5.69%；扣非后归母净利润 1.54 亿元，同比增长 5.83%。2020 年一季度公司实现归母净利润

2776.73-3756.75 万元，较去年同期变动比例为-15%~15%。 



pWPBbYgYvZpPtOaQaO7NsQnNoMnNeRmMpMlOnPpQ8OmNoOuOnRxOMYoPsN

 

 
3 

本报告版权归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进行任何形式的发布、复制，如引用、刊发，须注明出处为“长城证券研究所”，且不得对
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删节和修改。报告内容完全基于公开信息，虽然力求其准确完整但并不对此做出任何承诺和保证。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有
关联的任何人均不承担因使用本报告而产生的法律责任。 

2020 年 03 月 27 日 

对此我们点评如下： 

19 年公司业绩逆势增长明显优于汽车行业，单季度收入利润均保持正增长。19 年单季度营收增速依次为 0.9%、

11.9%、4.6%、12.8%，单季度利润增速依次为 3.8%、7.1%、6.0%、5.6%，而同期国内和全球的汽车销量增速每

个季度都是负增长，国内汽车销量同比增速依次为-11.3%、-13.6%、-5.9%、-2.5%，全球汽车销量同比增速依次

为-5.4%、-6.6%、-3.8%、-2.4%，公司业绩明显强于整个行业。 

公司核心业务涡轮增压器零部件业务实现较快增长，主要是受益于涡轮增压器渗透率提升以及升级产品全加工

叶轮的快速放量。2019 年公司涡轮增压器业务收入 5.83 亿元，同比增长 12.1%，在公司总营收的占比从去年的

69.9%提升至 72.7%，2019 年公司来自第一大客户的收入 3.44 亿元，同比增长约 35%。 

①19-20 年中国油耗标准加速趋严叠加国五升国六，导致中国乘用车涡轮增压器渗透率持续提升。据统计 2018

年乘用车涡轮增压渗透率约 50%，目前已经提升至 60%。涡轮增压技术是目前业内公认的经济有效的降低发动

机油耗和减少废气排放的主要技术措施之一，带有涡轮增压器的发动机可以实现比同排量自然吸气发动机高

20%~40%的功率，另一方面气缸内空气量的增加，使得燃烧更加充分，可提高燃油效率 4%~10%，并且可以减

少 10%-20%的废气排放。19-20 年大量国六车型倾向于使用小排量涡轮增压发动机来降低油耗和污染物排放。 

②公司高毛利率的新一代叶轮产品全加工叶轮持续快速放量，替代铸件叶轮。公司生产的全加工叶轮价格和铸

件叶轮接近，工作最高转速是铸件叶轮的两倍左右，全加工叶轮的卓越性能在节能减排的大趋势下对下游客户

有非常强的吸引力。全加工叶轮的毛利率又大幅高于铸件叶轮，公司全加工叶轮的产品持续放量占比提升会推

动公司毛利率提升。贝斯特和霍尼韦尔联合研发全加工叶轮技术，在国内几乎没有竞争对手，在全球处于领先

水平，现在公司的全加工叶轮开始向其他涡轮增压器制造企业供货。 

经营性现金流净额同比+28%高于净利润增幅，主要是去库存所致。2019 年公司经营性现金流净额为 1.76 亿元，

同比增加 28%，而归母净利润的增幅只有 5.7%，主要原因是 2019 年公司存货减少了约 1680 万元，而 2018 年公

司存货增加了 6726 万元，公司 19 年去库存效果显著，存货减少对经营性现金流净额的影响为+8406 万元。 

利用自身的精加工能力，积极拓展新能源汽车铝合金结构件业务。19 年 5 月公司收购特斯拉供应商苏州赫贝斯

51%的股权，今年 2 月公司已进入特斯拉供应商名录，后续将进一步推进和特斯拉的合作。2020 年 1 月 22 日，

公司出资设立易通轻量化技术（江苏）有限公司，快速布局新能源汽车车载充电模组等轻量化产品。 

在氢燃料电池领域，公司新获得德国博世这一重要客户。2019 年年底德国博世在无锡设立氢燃料电池中心，目

前公司也已成为博世中国氢燃料电池汽车零部件的供应商。公司前瞻性布局氢燃料电池业务，已成功交付了下

游客户霍尼韦尔氢燃料电池核心配套组件（空气压缩机叶轮及壳体），应用于日本本田 clarity 氢燃料电池汽车。

同时，公司还积极与客户共同合作开发氢气压缩泵、电子冷却泵等新产品。 

拟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不超过 6 亿元，用于扩建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相关产能。公司拟公开发行可转债不超过 6

亿元，期限为 6 年，每年付息一次，到期还本付息。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年产 700 万件新能源汽车功能部件及

涡轮增压器零部件”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 5.3 亿元，该项目建设周期为 2 年，项目税后内部收益率为 13.8%，

该项目有利于进一步丰富公司在新能源汽车零部件领域的产品结构和产能，推动公司业绩增长。 

投资建议：考虑到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对汽车行业的负面影响，预计公司2020-2022年总营收依次为10.26、12.29、

14.94 亿元，增速依次为 27.9%、19.8%、21.5%，归母净利润依次为 2.08 、2.52、3.06 亿元，增速依次为 24.2%、

20.9%、21.4%，当前市值 36.2 亿元，对应 PE 依次为 17.4、14.4、11.8 倍。考虑到公司自身基本面以及新业务布

局，给予公司 2020 年 25 倍 PE 估值，那么 2020 年目标价为 26.05 元，维持“推荐”评级。 

（证券分析师：孙志东（执业资格证书编号：s1070518060004）;联系人：刘欣畅（从业证书编号：S1070119070020）） 

 恒为科技（603496）：恒为科技（603496）公司 2019 年年报点评：维持强烈推荐 

网络可视化收入短期有波动，嵌入式与融合计算平台业务超预期：公司目前业务主要包括网络可视化基础架构

以及嵌入式与融合计算平台，其中，网络可视化领域实现销售收入 3.15 亿元，同比下降 12.94%，占营收比重

72.56%，较 18 年稍有下滑，同比下滑主要是由于 19 年下游行业运营商项目和政府项目有短期波动，导致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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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用户集采及相关建设延后；嵌入式与融合计算平台在国产信息化大趋势的积极影响下，实现收入 1.15 亿元，

同比增长 67.61%，超出此前预期。此外，公司 2019 年度海外收入达 1,483.77 万元，同比增长 384.32%，业务拓

展迅速。毛利率方面，网络可视化架构产品毛利率达 64.82%，同比提升 5.74 个百分点，嵌入式与融合计算平台

毛利率同比减少 14.25 个百分点，产品结构的变化导致整体毛利率水平达 54.49%，同期下降 1.7 个 pct，但整体

仍维持在稳定水平。 

销售、研发费用率带动整体期间费用率上升，其高投入彰显公司发展信心：2019 年度，含研发费用的期间费用

率为 40.11%，同比提升了 7.98 个百分点。其中，销售、管理、研发、财务费用率分别为 6.0%、10.0%、25.4%

以及-1.3%，同比提升 2.65、-1.46、7.48 以及-0.69pct。销售费用同比增长 79.48%，主要为销售人员增加及市场

推广费用增加所致；管理费用同比下降 12.16%，主要系 2019 年股份支付费用部分冲回，若剔除股份支付影响，

管理费用同比增长为 8.35%。此外，公司一直保持高研发投入，研发投入达 1.10 亿元，均为费用化，同比增长

42.69%。在收入稳定的情况下，研发投入的加大以及销售市场的推广使得公司 2019 年净利润有所下滑，归母净

利润同比减少 35.97%。但投入力度的加大也印证了公司在 5G、国产化浪潮下的发展信心，长期发展值得期待。

截至 2019 年底，公司共有员工 500 人，净增加 126 人，同比增长 33.69%，其主要来自于销售（销售人员达到

56 人，同比增长 51%）及研发人员的增长，体现了公司对未来业务拓展以及产品开发的坚定信心。 

网络可视化 5G 背景下长期高增长趋势不改，直接参与运营商集采模式转型初见成效：2019 年，在主流的运营商

市场，公司主动拥抱市场变化趋势，积极完成了模式转型，直接参与运营商集采，并在中国移动 2019-2020 年

汇聚分流集中采购项目中获得了中标总金额第二的佳绩（标段一中标产品单价排名第一，标段二、三排名第二）。

5G 是全新一代移动网络技术，基于软件定义网络(SDN)和网络功能虚拟化(NFV)实现全新的虚拟化核心网已经是

大势所趋。而在虚拟化和 SDN 环境下，由于网络架构、拓扑、协议制式等变化，对网络可视化的数据采集、分

流和分析都提出了全新的要求；网络可视化行业所关注的几个核心应用场景（包括网优运维、网络信息安全、

大数据与增值业务）在 5G 网络带来的变革下，都将迎来全新的挑战和发展机遇，利好公司长期发展。 

嵌入式与融合计算初见成效，国产信息化长期发展可期：在嵌入式与融合计算领域，19 年公司投入了一系列基

于飞腾、盛科、龙芯等厂商新一代芯片的国产服务器、自主安全处理平台、自主融合计算平台和多种形态的嵌

入式板卡等产品，9 月份与天津飞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同时还投入了基于申威、兆芯等国产

芯片的一系列国产自主信息化产品，为来年的业务扩展和收入增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当前，国产自主信息化

市场已逐渐成熟、应用需求逐步落地，公司已逐步形成相关领域内的技术优势，积累了丰富完整的计算、网络、

存储、安全和嵌入式领域的国产自主信息化产品，以及相关领域的客户和渠道合作伙伴。公司还积极参与了信

息技术创新联盟主导的党政领域信息系统国产化替换相关国家重大项目，在国产自主信息化领域建立了良好的

口碑和形象，为相关市场的开拓建立了坚实的基础。公司有望凭借在该领域的核心竞争优势，在国产信息化市

场开疆拓土。 

投资建议：公司是国内领先的网络可视化基础架构以及嵌入式与融合计算平台提供商，致力于为供应商网络、

信息安全、企业与行业 IT、国产信息化、嵌入式系统与特种设备信息化等领域提供业界领先的产品合和解决方

案。我们预计公司 2020-2022 年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5.95、7.94 以及 10.52 亿元，实现净利润 1.04、1.34 以及 1.65

亿元，EPS 分别为 0.51 元、0.66 元、0.81 元，考虑到公司在网络可视化领域的优势地位和国产信息化的成长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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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信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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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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