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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ble_Summary] 
行业观点 

 宏观策略 

上周 A股各指数整体小幅回落。主要指数中，红利指数领涨，创

业板指跌幅较小。市场格局方面，上周小盘指数仍上涨，大盘指

数跌幅最大。 

存量博弈明显，风险偏好回落。在国内疫情基本转好，复工逐渐

正常之际，海外疫情总体并未现本质性好转，部分地区出现反复。

最新来看，欧洲出现明显转好，美国新增确诊亦有所缓和，但疫

情俄罗斯、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处于扩散期，并正在向其他发展中

国家扩散，世卫专家表示新冠病毒很可能人类长期共存。因此长

期来看，疫情带来的风险仍在：包括在发展中国家继续爆发，在

秋冬季再次爆发，以及回流至国内造成二次传播等可能性。市场

在经历之前的短暂回升后上周再度小幅回落，交易水平风险偏好

指标均有所降低，科技板块出现一定分化，消费类仍整体上行，

存量博弈的格局进一步明显。 

外围博弈增强，市场预期平稳。疫情持续流行下，近期美国政客

以疫情为借口试图加大中美对立，进一步增强技术封锁，短期内

引发了一定的市场担忧，中美博弈格局可能在近期进一步增强。

2020两会将于下周召开，“两会”作为决定全年政府工作方向重

大会议，有助于进一步稳定预期，增强市场信心。4 月金融数据

环比大幅改善下国内市场及外围风险整体可控，预计两会期间市

场继续维持平稳。结在疫情后的恢复期如何迎难而上为经济进一

步注入动力，相关政策出台亦值得期待。 

我们认为当前环境下对于投资者精选赛道相比仓位更为重要。兼

顾存量博弈的现实情况，选股时更应专注于 ROE 相对良好叠加

长短期政策催化，最好有超跌特征的优质标的。 

投资策略：短期-结构均衡+中期-科技成长 

配置上，我们认为市场短期的积极因素有助于推动市场景气度复

苏，但结构性分化将一段时间内存在，市场更多还是偏向分化型

的结构性机会，投资机会是在结构性中寻求均衡配置结果。一方

面，前期被抑制的内需消费和投资需求将被大量释放，比如基建

类，政策支持优势非常明显；中期看，结合奋斗目标与经济恢复，

科技类也依然看好。而此次疫情中所激发来出的，居民大健康理

念，自我防护意识，将成为具有更多确定性的需求导向，短期内

电子、通信、建材、军工、券商等板块潜在价值稳步增加。 

分析师：虞坷（执业证书：S0020519070004）联系人：曹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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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UpFive] A 股市场涨幅前五 

股票 
收盘价 

RMB 

涨跌幅% 

1日 5日 本年 

浩洋股份 85.43 64.00 0.00 0.00 

吉艾科技 3.56 20.27 16.34 -24.42 

长城影视 1.90 20.25 9.83 -44.61 

银禧科技 5.61 20.13 17.61 -2.60 

金现代 17.95 20.07 61.13 148.61  
[Table_DownFive] A股市场跌幅前五 

股票 
收盘价 

RMB 

涨跌幅% 

1日 5日 本年 

盛运环保 0.53 -20.90 -36.90 -60.74 

退市锐电 0.31 -20.51 -41.51 -71.30 

神雾环保 0.47 -20.34 -35.62 -71.69 

轴研科技 10.68 -19.64 3.89 58.46 

御家汇 11.79 -19.30 -6.80 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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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报告 

 

 

《青松股份（300132.SZ）首次覆盖报告：化妆品 ODM 龙头，坐享行业红利》  

分析师：李典（执业证书：S0020516080001） 联系人：杨柳 

收购化妆品 ODM龙头诺斯贝尔，构筑双主业龙头 

青松股份是我国最大的松节油深加工企业，2019年 4月成功收购国内第一大、全球第四大化妆品代加工企

业诺斯贝尔 90%的股权；2020 年 5 月公司公告拟由全资子公司广东领博以现金 4.3 亿元收购诺斯贝尔剩余

10%股权，实现对诺斯贝尔 100%控股。并购后公司形成双主业龙头，化妆品代加工业务有望增厚公司业绩，

为公司带来新的增长点。 

化妆品代加工行业：高景气赛道，兼具稳定性与成长性 

2019 年中国美妆个护市场规模达到 4777 亿元，同比增长 13.8%，增速较 2018 年提升 1.2pct，自 2017 年

起加速成长。零售端的高景气带动化妆品代加工产业持续扩容，经测算 2019年化妆品代加工行业市场规模

达到约 570 亿。目前行业格局较为分散，长尾小厂多处于无序竞争状态，规模较大的国际厂商和国内一线

厂商有望凭借规模效应与研发优势持续拓客，实现强者恒强。展望未来，电商与短视频的快速发展催生出

一众新锐国货品牌与“直播+供应链”品牌，这两类品牌多缺乏自主生产能力和研发经验，对代工厂的依赖

度高，有望持续促进代工行业的快速发展。 

诺斯贝尔：多储备+强拓客+重研发+强生产，化妆品代工龙头强者恒强 

公司作为国内头部化妆品 ODM 企业，在产品端、客户端、研发端、生产端均具备较强实力，竞争优势稳固。

1）多储备：公司品类、配方、特证、设备、包材等储备丰富，可灵活应对市场变化，满足客户多元化需求。

2）强拓客：在合作传统国际与国货品牌的同时，公司积极拓展了包括完美日记、花西子、HFP、辛有志严

选等新锐品牌客户，分享新品牌崛起红利。3）重研发：公司拥有超 200人研发团队，并合作国内外优质机

构，注重核心研发能力打造。4）强生产：公司具备规模化多品类生产能力，2019年面膜年产能 19.5亿片，

位居全球第一，可快速满足品牌商大批量和紧急订单需求。 

投资建议与盈利预测 

化妆品行业维持高景气度，公司旗下诺斯贝尔作为上游代加工龙头企业，有望充分享受行业红利。预计 2020-

2022年公司实现归母净利润 5.46/6.41/7.32亿，EPS 1.06/1.24/1.42元。对公司采取分部估值法,化妆品

业务与化工业务分别给予 35倍与 10倍 PE，对应估值 99.8 亿与 26.1亿，合计估值 125.9 亿元，对应目标

价 24.37元，首次覆盖给予“买入”评级。 

风险提示 

行业竞争加剧，原料价格波动，疫情影响加剧，无实际控制人风险。 

《山河药辅（300452）首次覆盖报告：政策催化行业集中度提升，产能进一步扩张》  

分析师：常启辉（执业证书：S0020517090001）联系人：刘慧敏、汤芬芬 

公司是国内药用辅料龙头企业，产能扩张顺利进行 

公司深耕药用辅料行业，在产品广度和深度上具有较强的优势，上市以来增长稳健，并收购了业内排名第

三的曲阜天利，扩宽了产业链优势。目前公司募投二期进展顺利，微晶纤维素项目顺利投产，将有 2500吨

的新增产能情况。此外，曲阜天利新厂区已经建成，去年底进入试生产状态，曲阜天利的倍他环糊精、糊

精、淀粉为优势品种，产能规模将有较大提升，预计曲阜天利新厂区在上半年全面投产。 

一致性评价+关联审评审批有利于行业集中度提升 

一致性评价的大背景下，仿制药企业对药物制剂的质量要求提高，促使药企加强对辅料供应商的选择，一

致性评价的核心是药物制剂的处方和工艺，辅料的质量会直接影响制剂的质量、稳定性和疗效。此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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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药品管理法》的实行也将推动行业集中度提升。从共同审评审批制度的细分规则来看，国内相关政

策与美国 DMF 政策较为接近，更强调将药品视为由原料药、药包材、辅料组成的有机整体，而辅料的监管

相对更为接近备案制，强调制剂企业的主体责任，促使其寻找质量可控的辅料企业，有利于行业集中度不

断提升。 

 公司关联审评审批进度领先，未来有望不断贡献收入 

从 CDE的辅料登记平台来看，目前山河药辅登记和激活数量较为领先。目前公司已登记 28个品种，其中 23

个品种已被激活，未被激活的品种品类较小，激活类型主要为进口企业。目前国内辅料与进口辅料价差较

大，在集采降价的压力下，仿制药企业有望寻求质量一致，价格更具优势的国产辅料企业，公司有望受益。 

投资建议与盈利预测 

随着公司产能逐步扩张，我们预计公司 2020-2022 年营业收入为 5.92/7.22/8.66 亿元，归母净利润为

1.13/1.42/1.75 亿元，2020-2022 年 EPS分别为 0.81/1.02/1.26 元，对应当前 PE分别为 34/27/22倍，考

虑到公司为国产药用辅料龙头企业，行业集中度有望提升，给予“增持”评级。 

风险提示 

新建产能投产计划和产能利用率情况存在不确定性；一致性评价相关品种的集采中标存在不确定性；公司

成本端受上游原材料影响存在价格波动。 

《游戏行业 2020 年数据跟踪第四期：4 月行业同比增 24.4%，维持高景气》 

分析师：李典（执业证书：S0020516080001） 联系人：路璐 

行业数据跟踪 

（1）行业：4月，移动游戏市场规模延续 Q1的增长势头，实际销售收入接近 160亿元，同比增长 24.4%，

环比微降，主要由于全国复工进度逐渐恢复正常影响。整体来看，2020年 1-4月，移动游戏市场累计销售

收入近 710亿，同比增长约 43.6%。 

（2）产品及厂商收入：手游方面，头部排名变化幅度较小，哔哩哔哩上线《公主连结 Re:Dive》带动排名

大幅上升，雷霆游戏因《问道》四周年活动登入榜单。出海方面，重点厂商产品热度延续。腾讯《PUBG MOBILE》

海外收入再创新高，《龙族幻想》在日服上线后连续 9天占 App Store免费榜榜首，三七互娱《奇迹 MU》于

2月登陆港澳台地区，本期收入环比增长 27.6%。FunPlus 两款生存 SLG手游《State of Survival》和壳木

游戏《Age of Z》排名显著上升，收入环比增长分别达 49.6%和 31%。端游方面，PC游戏的热度持续提升，

4月初 steam在线人数到达高峰超 2400万人。 

（3）版号情况：2020 年 4 月共发放版号 110 个，均为国产游戏版号；5 月首批发放 55 个国产版号，包括

完美世界的重点 MMORPG产品《梦幻新诛仙》、腾讯 3D冒险解谜游戏《不可思议之梦蝶》和《画境长恨歌》、

网易的二次元回合制卡牌游戏《黑潮之上》和射击竞技类游戏《风暴对决》、三七互娱《梦想投资人》、吉

比特《合成小小镇》、心动网络的 3D 策略手游《深渊地平线》、四三九九《古荒遗迹》、以及巨人网络《球

球大作战 2》。端游方面，B 站的 2D 动作类端游《斩妖行》、以及龙渊网络《多多自走棋》和米哈游《崩坏

3》均获版号。 

（4）渠道与买量：手游广告投放金额（估算）占整体 App推广广告投放总金额的 40.40%，同比上涨 8.72%。

本月手游广告数占比为 22.11%，同比下降 18.68%。 

重点上市公司跟踪 

完美世界：云游戏《新神魔大陆》发布，《梦幻新诛仙》版号获批。游族网络：卡牌游戏优势凸显，《少年三

国志 2》开拓海外市场。三七互娱：《一刀传世》排名回升，出海业务强势增长。吉比特：《问道》迎来四周

年庆典，畅销榜排名上升，最高达 7位，目前位于 14位。腾讯：《王者荣耀》五一假期首日创日流水新高，

自走棋《战歌竞技场》上线 iOS。网易：存量产品运营稳定，新游《海岛纪元》上线。 

投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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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行业短期受益线上娱乐需求爆发增长，长期看 5G背景下云游戏开启新增长阶段，维持行业“推荐”评

级。关注具备强大自研实力的完美世界，具备买量优势的三七互娱，具备长线化运营能力的吉比特、游族

网络，海外发行能力凸显自研进入收获期的宝通科技。 

风险提示 

游戏流水表现不及预期、版号发放不及预期、政策监管等。 

《新零售行业深度报告之一：新流量、新消费兼论直播电商与 MCN》 

分析师：李典（执业证书：S0020516080001） 联系人：杨柳 

内容和电商相互渗透，直播电商爆发增长。 

电商内容化和内容电商化大势所趋，其中高转化率的直播电商被寄予厚望，平台资源不断倾斜。电商侧，

淘宝直播 2019 年 GMV 破 2500 亿，拼多多和京东等平台纷纷入局。内容侧，以抖音、快手为核心的平台从

过去的导流、广告模式逐渐向自建电商闭环过渡。传统货架式电商被内容电商切割市场份额。 

去中心化电商崛起，私域流量价值逐渐凸显。 

传统以淘宝为例的中心化电商平台下，商户与客户难以直接链接，平台控制流量分配，公域流量价格攀升

下，商家生存压力加大，去中心化的电商和私域流量运营对于商家的意义逐渐凸显。微信成为私域运营的

主阵地，生态日益完善。2019 年小程序交易规模达到 8000 亿，同比增长 160%，日活超过 3亿。 

新趋势下，“人”成为核心的内容载体，价值放大 

内容电商特别是直播电商下消费者购买转化链路短化，消费者短时间内即完成“种草”到“拔草”的闭环。

“人”作为内容的核心载体，价值被放大，MCN/KOL持续受益，议价能力提升。另一方面，广告+佣金分成

结合的模式使得 MCN/KOL收入天花板被打开。 

新渠道、新人群、新供给催生新品牌 

以上渠道的变化，叠加新人群和新供给，催生出一批快速成长的新锐消费品牌，并在 2019年迎来了全面的

爆发。供应链端，目前新消费品牌主要集中在食品饮料、美妆个护、小家电等品类，相对标品、高频、低单

价、上游供应链成熟，早期无需大量固定资产投入，依靠 OEM、ODM模式迅速扩张。人群方面，Z世代逐步

成长为中国新消费主导力量，并成为新品牌主要聚焦的核心人群，他们偏好互动营销，习惯于跟随偶像或

KOL 的推荐购买商品，崇尚“悦己型消费”。渠道和营销方面，新品牌更加注重与消费者的情感连接，适应

销售与营销的短链化。我们认为新消费的趋势不可阻挡，并有望复制到其他上游壁垒更高的消费品类之中，

新锐品牌加速崛起，积极拥抱新变化的传统品牌也有望在变革中提高自身市场份额。 

投资建议 

1）平台端：关注 Z世代聚集、拥有良好 PUGC内容生态的平台哔哩哔哩；导购电商平台值得买。2）品牌端：

推荐组织架构柔性、学习能力强、对渠道和市场趋势把控精准的化妆品品牌珀莱雅。3）运营服务商端：推

荐美妆头部代运营商壹网壹创；在去中心化电商的大趋势下，推荐私域电商 SaaS服务商中国有赞、微盟集

团。4）内容电商快速发展，MCN/KOL享受行业红利，同时议价能力持续提升，关注星期六。 

风险提示 

政策的不确定性，行业发展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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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将于明天下午 3时在人民大会堂开幕，5月 27日下午闭幕，会期比原计划缩

短 4 天半。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将于 5月 21日 21时 40分在人民大会堂新闻发布厅举行新闻发布

会，由大会发言人就大会议程和人大工作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发布会将采用网络视频形式进

行。 

 5月 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克强主持

召开领导小组会议。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

小组部署，有针对性强化薄弱环节，适应疫情变化及时加强重点地区、重点领域防控，防止疫情反弹。

加强疫情防控国际合作。总结推广“五一”期间疫情防控和复业复市的有效经验做法，完善经济社会

秩序全面恢复中的常态化防控，促进消费和经济加快回升。 

 工信部电子信息司组织召开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工作推进会视频会议，后续将会同各地工信主管部门，

合力推动我国超高清视频产业创新发展。 

 美国财政部周三将首先发行 200亿美元 20年期国债，未来三个月累计发行 540亿美元。上一次美国发

行 20年期国债还是在 1986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