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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推荐 

1.1【浙商化工 陈煜】万华化学(600309)：MDI 的 10 年底部为本轮复苏起点—20200820    

1、化工新材料—万华化学(600309) 

2、推荐逻辑： 

二季度扣非利润环比大增，超市场预期。我们对未来 MDI 价格维持乐观，同时万华成长性良好，石化项目

将投产，未来盈利中枢将持续提升。 

1）超预期点 

二季度业绩超出市场预期；MDI 价格维持乐观，TDI 有望好于市场预期。 

2）驱动因素 

上半年业绩受疫情影响同比下滑；原材料价格明显下跌；二季度需求有所回升；上一轮异氰酸酯产能扩张

在 2019 年基本完成，叠加未来 3-5 年全球新增产能主要集中在万华化学；TDI 行业格局改善，万华 TDI 议

价能力增强。 

3）目标价格，现在空间 

目标价 80.5 元，对应空间 17%+ 

4）盈利预测与估值 

我们对 MDI 价格维持乐观，同时考虑到石化项目年内投产，未来聚氨酯向全球龙头迈进、新材料持续发展

贡献增量，预计 2020-22 年净利润为 75/115/151 亿元，同比增-26%/53%/31%，对应 PE28.3/18.5/14.0 倍。 

3、催化剂 

全球巨头密集检修，促进 MDI 价格回升；八角二期石化项目即将投产，成长性快速释放。 

4、风险因素 

MDI 产品价格变动低于预期，八角二期投产进度缓慢。 

 

1.2【浙商电子 蒋高振】紫光国微(002049)：特种集成电路持续高增，平台化发展打造设计龙头

—20200820 

1、集成电路行业—紫光国微(002049) 

2、推荐逻辑：特种集成电路营收超预期，FPGA 产品战略卡位优势凸显！ 

1）超预期点：特种集成电路实现收入 8.06 亿元，优于预期； 

2）驱动因素：特种 IC 市场规模扩张，公司平台化优势显著：FPGA 产品型号持续扩充，高端项目研发顺利！ 

3）目标价格，现在空间：我们认为公司特种 IC 业务未来 3 年仍将保持 40%以上增速，目标价格 181 元，

对应空间 36%； 

4）盈利预测与估值：预计 2020～2022 年公司归母净利润为 9.0/12.5/18.0 亿元，维持“买入评级”；给予第

一步目标市值 1100～1200 亿，维持推荐。 

3、催化剂：特种 IC 行业壁垒造就高准入门槛，与国内科研院所等竞争对手相比，公司研发实力及产品化

能力优势显著，多款特种微处理器产品进入嵌入式特种应用领域；公司目前持股紫光同创 36.5%股权，同创

高性价比的 Logos 和 Compact 系列产品型号持续扩充，新一代高性能产品 Titan-2 目前研发进展顺利。作为

国内 FPGA 行业开拓者，同创新品可满足下游大客户迫切需求，后续经营有望逐步向好。 

4、风险因素：1）贸易冲突导致制裁加剧；2）特种业务认证不及预期。 

 

2. 重要点评 

2.1【浙商食品 邓晖/马莉】中国飞鹤(06186)：中报业绩超预期，高端婴配粉逆势高增长—20200819 

1、主要事件：8 月 18 日，公司公告 2020 年中报。2020H1，公司实现营收 87.07 亿元（同比+47.78%）归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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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 27.53 亿元（同比+57.25%）。 

2、简要点评：2020H1，公司营收 87.07 亿元（同比+47.78%）；归母净利润 27.53 亿元（同比+57.25%）；

净利润较营收增速较快主要由于高端产品销售占比增加驱动毛利率提升 3.46pct（至 70.94%，增利约 2.04

亿元）；高端婴配粉 /普通婴配粉 /其他乳制品 /营养补充品营收 67.73/15.42/2.05/1.86 亿元（占比

77.79%/17.71%/2.36%/2.14%），同比+72.96%/+9.44%/-17.21%/-41.59%；公司高端婴配粉产品疫情期间逆势

高增长，根据沙利文及欧睿数据，我们估算 19H1-20H1 飞鹤高端产品市占率由 21.63%提升至 29.92%，增

8.29pct；公司普通婴配粉产品受益品牌力提升增长稳健，公司应对迅速、最小化疫情对生产、物流、销售

影响，营养补充品收入下降原因为美国疫情下门店关闭所致。 

 3、投资机会与风险 

1）飞鹤过去集中在低线城市深耕，未来将在高端化趋势下发力一二线市场，在拥有执行力强的团队、“更

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产品、成熟的渠道、持续升级的品牌力后，有望在一二线城市快速崛起，对标海外

市场 CR3 为 75%+的格局，公司市占率存在至少翻倍的空间，而 19 年在南方及高线市场的顺利开拓也为未

来增长确定性加码。预计 20-22 年公司归母净利 57.10/73.12/91.36 亿元，同增 45.12%/28.06%/24.96%，对应  

8 月 19 日估值为 22.7/17.73/14.19 倍（市值 1296 亿元）。 

 2）催化剂：业绩增长超预期，连续高速增长，销售规模过 150 亿后渠道纪律仍不乱 

 3）投资风险：食品安全问题，新生人口下降超预期，产品高端化不及预期 

 

2.2【浙商轻工 马莉】顾家家居：中报业绩符合预期，零售大家居战略清晰—20200820 

1、轻工行业-顾家家居（603816.SH） 

2、推荐逻辑：软体家居龙头，多品类、多品牌发展，区域零售中心推进良好，下半年大家居融合店、电商

渠道具向上趋势，逐步落地大家居战略。 

1）超预期点：（a）内销收入表现靓丽：Q2 单季内生收入预期转正（Q1 预计-5%左右）、利润增速环比提

速，外销预期 Q3 好转。（b）预收款保障下半年营收增长：预收账款 10.79 亿元，环比增加 1.79 亿元，同

比增加 59.08%，预期部分出货结算至下半年。（c）区域零售中心推进良好：下设 16 个区域零售中心，根

据区域情况实现经销商赋能，对市场进行高效反馈，精细投放资源。同时为门店搭建信息化系统，精准掌

握终端零售情况，并将仓储物流配送等环节标准化，提升服务标准化能力，逐渐从制造型向零售型家居企

业转型。 

2）驱动因素：渠道持续下沉、区域零售中心推进渠道精细化管理、电商渠道趋势向上  

3）盈利预测与估值：预计 20-22 年公司将分别实现收入 123.02/154.28/187.00 亿元，同比增长

10.89%/25.41%/21.21%；归母净利润 13.12/16.53/20.43 亿元，同比增长 12.96%/26.03%/23.60%。当前市值

对应 20-22 年 PE 分别为 31.10X/24.68X/19.97X。 

3、催化剂：国内外疫情好转、区域零售中心推进良好  

4、风险因素：渠道建设不达预期，房地产调控超预期 

 

3. 重要观点 

3.1【浙商宏观 李超】财政政策注重实效，7 月支出大幅提速──7月财政数据的背后—20200820                                 

1、所在领域：宏观经济 

2、 核心观点：7 月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大幅增加，符合落实预算安排、注重实效的政策思路。  

1） 市场看法：财政支出相对较慢。 

2） 观点变化：持平 

3） 驱动因素：上半年支出较慢，落实预算安排，下半年财政支出提速。 

4） 与市场差异：认为下半年财政落实预算安排将带动支出大幅提升，财政收入恢复较慢不会压制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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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精品报告  

4.1【浙商医药 邱冠华】天宇股份(300702)深度：低估的技术平台型 API 公司—20200815 

1、医药生物—天宇股份（300702.SZ） 

2、推荐逻辑：API 前向一体化和 CMO/CDMO 业务拓展超预期。 

1 ）超预期点：API 和 CMO/CDMO 业务增长的持续性超预期，盈利能力提升趋势超预期。 

2）驱动因素：工艺优势、产能投产、合作品种陆续通过审评 

3）目标价格，现价空间：现价 102.71，目标价 120 

4）盈利预测与估值 （预测 3 年）：2020-2022 年净利润 7.82、9.56、11.72 亿元，对应 2020 年 8 月 14 日价

格 PE 为 23.9、19.6 和 16 倍。 

3、催化剂：行业龙头停产或检修，公司核心品种通过审评进度超预期等。 

4、风险因素：产能投入周期的波动性风险，出口锁汇带来的业绩波动性风险，CDMO 订单波动性风险，存

货占比过高风险，行业政策变动风险。 

 

4.2 【浙商医药 邱冠华】盈利能力改善，看好技术优势下的 CDMO 业务拓展──普洛药业

（000739）中报点评—20200818  

1、主要事件：普洛药业发布 2020H1 报告，维持较快增长。 

2、简要点评：2020H1 扣非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37.63%，2020Q2 增速和净利率环比提升，CDMO 业务增

速和品种梯队超市场预期。 

3、 投资机会与风险 

1） 投资机会：我们看好公司在收入结构调整、产品结构升级窗口期内业绩增长的持续性和盈利能力的边际

改善，技术优势驱动下，公司业绩有望持续超预期。 

2） 催化剂：CDMO 客户订单拓展。 

3）投资风险：产能投入周期的波动性风险，出口锁汇带来的业绩波动性风险，CDMO 订单波动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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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投资评级说明 

以报告日后的 6 个月内，证券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的涨跌幅为标准，定义如下： 

1、买入  ：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 ＋20％以上；   

2、增持  ：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 ＋10％～＋20％；   

3、中性  ：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10％～＋10％之间波动；   

4、减持  ：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10％以下。 

 

行业的投资评级：  

以报告日后的 6 个月内，行业指数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的涨跌幅为标准，定义如下：   

1、看好  ：行业指数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10%以上；   

2、中性  ：行业指数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10%～＋10%以上；   

3、看淡  ：行业指数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10%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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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不应仅仅依靠投资评级来推断结论  

 

法律声明及风险提示 

本报告由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具备中国证监会批复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经营许可证编号为：Z39833000）

制作。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我们认为可靠的已公开资料，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机构（以下统称“本

公司” ）对这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也不保证所包含的信息和建议不发生任何变更。本公

司没有将变更的信息和建议向报告所有接收者进行更新的义务。  

本报告仅供本公司的客户作参考之用。本公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本公司的当然客户。 

本报告仅反映报告作者的出具日的观点和判断，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

投资建议，投资者应当对本报告中的信息和意见进行独立评估，并应同时考量各自的投资目的、财务状况和特定需求。

对依据或者使用本报告所造成的一切后果，本公司及/或其关联人员均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本公司的交易人员以及其他专业人士可能会依据不同假设和标准、采用不同的分析方法而口头或书面发表与本报告意

见及建议不一致的市场评论和/或交易观点。本公司没有将此意见及建议向报告所有接收者进行更新的义务。本公司的

资产管理部门、自营部门以及其他投资业务部门可能独立做出与本报告中的意见或建议不一致的投资决策。  

本报告版权均归本公司所有，未经本公司事先书面授权，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发布、传播本报告的

全部或部分内容。经授权刊载、转发本报告或者摘要的，应当注明本报告发布人和发布日期，并提示使用本报告的风

险。未经授权或未按要求刊载、转发本报告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公司将保留向其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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