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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司评论 

1.1、 力合科技（300800）：环境监测服务商，参与武汉疫情医院废水在线监

测 

分析师：任春阳  S0350517100002 

1、公司主营环境监测系统研发、生产销售及运营服务，产品广泛应用于环保、市政、水利等领域，技术和品牌

处于行业领先地位。2016-2018 年公司营收和净利润复合增速高达 51%/96%，在手订单分别为 3.43、4.77、9.96

亿元，订单金额不断创新高，截止 2019H1，在手订单 10.5 亿元，奠定未来增长基础。未来将受益于监测行业

的快速发展。 

 

2、上市募集资金净额 9.28 亿元，募投项目分别用于提高产能、扩大运营服务网络、提升研发实力、储备未来竞

争力、补充营运资金等，利于提高公司的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助力公司新发展。 

 

3、首创移动式水质自动监测系统，曾参与汶川地震、响水爆炸等 20 余次重大事故的应急监测工作。公司此次

参与武汉火神山、雷神山、方舱医院等十余家医院的废水在线监测，24 小时监测余氯、生物毒性、粪大肠杆菌

群等指标，确保达标排放，减少疫情带来的次生灾害。公司积极参与应对疫情，彰显出高度社会责任感。 

 

4、风险提示：环境监测政策及执行低于预期风险、公司订单获取及执行低于预期风险、募投项目低于预期风险、

应收账款大幅增加风险、利率上行风险、宏观经济下行风险。   

2、 固定收益 

2.1、 银行获准投资国债期货，同业存单发行增加 

分析师：靳毅  S0350517100001  分析师：张赢  S0350519070001 

报告期内，银行板块个股以下跌为主，其中银行（申万）下跌 2.38%，跑输沪深 300 指数 1.18%。各个类型银

行估值水平均有所下降，相对而言处于较低水平。银行转债跌涨互现，转股溢价率方面，现存银行转债转股溢价

率整体有所上升。 

报告期内，同业存单总发行量上升，净融资额下降。除股份制银行外，各类型银行实际发行额均有所上升。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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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方面，最近一周除国有行和股份制外其他类型银行较上周小幅下降。 

风险提示 权益市场走低的潜在可能性；监管政策发生不利变化。         

3、 最新报告摘要 

3.1、 军工、工业制动器双轮驱动——华伍股份（300095）动态点评 

分析师：苏立赞  S0350519090001  分析师：邹刚  S0350519090002 

受益发动机量产和零部件扩产，军品业务迎来高增长    公司军品业务主要由子公司安德科技和长沙天映承担。

安德科技主要产品包括工装、模具、航空发动机机匣和反推装置等，客户包括成飞、成发、西飞等大型军工企业；

随着相关客户产能的扩张和新型发动机的量产，公司军工业务迎来高速增长；此外，公司投资建设零部件生产项

目，解决厂房和产能问题，将进一步扩大零部件业务规模，受益相关机型产量提升；长沙天映主要从事飞机试验

和维修保障设备相关业务，已成功获得军用无人机的修理合同，在高度绑定核心客户的基础上，随着无人机规模

的扩大和大修期的到来，无人机维修业务有望快速扩大。 

 抢装趋势持续，风电制动系统销售继续高增    风电领域，公司制动系统客户覆盖国内主要的风电设备主机厂，

市场份额位居前列。随着补贴退坡节点的临近，2019 年开始风电行业迎来抢装，全年国内新增吊装容量高达

28.9GW，同比增长 37%，2020 年装机量有望继续维持大幅增长的趋势。公司作为制动系统头部供应商，将充

分受益。 

 拓展高端市场，轨交制动系统有望进口替代    轨交领域是公司制动系统拓展的重要方向。在城轨市场形成供

货的基础上，公司进一步拓展地铁和高铁市场，当前公司地铁合成闸片已获得中国船级社相关证书、高铁粉末冶

金闸片已经通过台架试验和物性试验。闸片属于消耗性物资，在我国高铁和地铁里程位居世界前列的背景下，随

着公司相关产品研制的推进，有望陆续形成供货，并成为未来重要增长点。 

 盈利预测和投资评级：买入评级。公司拥有工业制动器和军工两大业务方向。工业制动器一方面受益于风电强

装，另一方面受益轨交市场的拓展；军工业务方面，受益发动机新型号的量产和公司零部件产能提升。预计

2019-2021 年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0.78 亿元、1.30 亿元以及 1.81 亿元，对应 EPS 分别为 0.21 元、0.34 元及 0.48

元，对应当前股价 PE 分别为 35 倍、21 倍及 15 倍，首次覆盖，给予买入评级。 

 风险提示：1）相关发动机采购不及预期；2 风电装机不及预期；3）轨交市场拓展不及预期；4）系统性风险。 

3.2、 支撑北京区块链电子发票试点，公司实力显现——东港股份（002117）

事件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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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彰显实力，其他领域与地区拓展值得期待。3 月 2 日，北京税务局公告推进区块电子发票试点，瑞宏网成为

全国第一家进入税务局区块链电子发票试点公告的第三方电子发票平台，彰显其行业地位和技术实力。北京区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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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电子发票试点范围较广，目前选取了停车类通用发票、景点公园门票启动推广，逐步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区块链

电子普通发票试点推广。我们认为，此次公司技术支持北京区块链电子发票试点，将在多个层面对公司带来积极

影响：1）北京正大力推进区块链技术在不动产登记、一证办电、建筑许可、房屋租赁、公证等政务领域应用，

公司与北京财税及其他领域的政府合作有望得到进一步加强；2）目前各省市税务均在积极探索区块链在电子发

票上的应用，北京区块链电子发票试点经验有望异地复制；3）国家税务局正推进电子专用发票相关工作，力争

今年年末取得实质性进展，公司已经在电子专用发票试点和推广上占据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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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技术支撑北京区块链电子发票彰显地位及实力，区

块链助力下公司电子发票和电子票据正迎来历史性发展机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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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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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推出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护航主业发展再上台阶——奥飞娱乐（002292）

事件点评 

分析师：朱珠  S0350519060001 

2019 年内部优化成效在 2019 年业绩快报中渐显点 2020 年推出激励计划提振公司未来三年主业发展信心  我

们在 2019 年公司业绩快报点评中指出，公司经历 2018 年管理架构、人员优化管理效率提升，2019 年内部优化

渐显；同期费用减低，归母利润实现扭亏。文化企业核心是人才的创造力以及组织架构的支撑力，本次推出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 113 人均主要为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以及核心技术人员，更利于公司在主业的逐步恢

复中给予中层管理人员以及核心技术人员强力心理支撑（在 2020 年疫情中，中小企业日常经营活动均承受压力，

公司本次推出激励计划，更利于员工的心理建设，夯实后续业务发展）。 

 2019 年公司主动调整玩具业务品类结构，第一大主业玩具业务在 2019 年逐渐调结构渐恢复（2018 年由于玩

具业务调整，2019 年玩具收入增速不具可比基础）；第二大主业来自婴童业务（Baby Trend）在 2019 年实现较

大增长；其次，新媒体发行以及授权业务稳定；战略拓展业务中室内乐园经营性现金流较好。2020 年开年，推

出激励计划，且本次推出激励计划采用营收方试考核，指标能够直接地反映公司主营业务的经营情况，并间接反

映公司在行业内的市场占有率，护航公司主业发展再上台阶。 

 盈利预测和投资评级：维持增持评级  从中美市场看，美国玩具市场头部企业孩之宝的营收集中度较高，奥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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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在中国玩具市场占比较低，伴随产品质量提升玩具进入门槛提高，优胜劣汰下中国头部企业的市场集中度仍

具提升空间。美国头部企业孩之宝现金溢价收购英国内容工作室小猪佩奇母公司 eOne，补齐自身内容矩阵，凸

显对 IP 内容的商业价值认可，对比下，中国市场头部企业奥飞娱乐拥有超级飞侠、巴啦啦小魔仙、爆裂飞车、

贝肯熊、机灵宠物车等 IP 矩阵（老 IP 带来基础现金流，新 IP 带来业绩弹性）。 

 2019 年内部调结构恢复元气，本次推出 2020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均有助于公司未来三年主业的增长。我们

预计 2020-2021 年归母利润分别为 1.5 亿元/2.4 亿元（2020 年 1 月 23 日公司业绩快报指出 2019 年归母利润

1.16 亿元），对应 PE 分别为 71x/45x，2019 年公司归母利润 1.16 亿元，扭亏为盈，增速不具同比参考价值，

2020-2021 年归母净利润增速分别为 30%/57%，基于公司业绩逐渐恢复，我们维持公司增持评级，本次推出 2020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调动员工积极性，看好后续公司在国漫赛道打造特色产品，并在中国动漫玩具市场以及授

权市场中的集中度提升后的营收利润双升。 

 风险提示：市场市场竞争加剧风险；IP 开发不及预期的风险，IP 孵化周期长、成本高，可能存在投资回收周期

长、回报率不稳定；业绩不及预期带来商誉减值的风险；业务快速扩张带来的管理风险；新上玩具销售不及预期

的风险；收购公司业绩不及预期的风险；人才资源不足风险；宏观经济波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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