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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金管管家家内内参参  
  
每日策略分析 

本周市场大幅震荡，股指进入涨跌反复阶段。日本“核危机”依然存在一定不确定

性，全周市场受外围波动影响明显，加之国内对央行近期再度收紧流动性预期升高，市

场谨慎观望气氛占据上风，尤其周五量能萎缩明显，从热点板块看，全周仅新能源板块

表现突出，整体热点相对匮乏。综合而言，市场下周维持 2850-2950 区间整理可能性较

高，成长确定性品种仍可逢低吸纳。（投资顾问：陈达） 

 

已已发发送送《《内内参参快快讯讯》》提提要要：：  

★ 广发研发中心研究员欧亚菲发布新华百货(600785)研究报告，预计公司 2011-2013 

年每股收益分别为 1.30 元、 1.76 元和 2.2 元。给予 12 个月目标价 40 元，买

入评级 

★ 某券商发布江铃汽车(000550)研究报告，预计公司 2011-2012 年每股收益分别为 

2.58 元、 2.97 元，维持 “推荐”评级 

  
本本  期期  目目  录录  

 

★ 某券商发表航空动力（600893）年报点评报告：静待后续资产整合 

★ 某券商发表康得新（002450）简评报告：评分标准提高、出版总署大力推广，预涂

膜替代性需求高增长可期 

★ 某研究机构发表华鲁恒升（600426）年报点评报告，调整11-12年EPS（摊薄后）为

0.84元、1.45元，增发后公司每股净资产为7.52元，PB仅为2.2倍，具有足够的安

全边际，维持增持评级 

★ 中兴通讯(000063)2011年有望实现业务全面繁荣，预期今年国内业务增长26%，海

外业务增长25%，预计公司10/11/12年EPS 1.13/1.50/1.90元，对应PE 28/21/17x，

目标价45元，“买入”评级 

 

  

报报告告内内容容  
 

★某券商发表航空动力（600893）年报点评报告：静待后续资产整合 

2011 年 3 月 21 日  广发证券经纪客户服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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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观点：1、2010 年业绩增长稳定。公司公布 2010 年报，全年营业收入 60.85

亿元，营业成本 58.35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18.71%和 19.74%，实现每股收益 0.38 元。

经营成本费用控制显成效，全年三项费用率呈下降趋势。2010 年下半年国际经济形势

呈现好转，公司外贸转包业务持续恢复，非航空业务保持快速增长，同期航空发动机

产品呈现结构性调整，整体全年保持平稳增长，多项新产品、新领域的涉入影响 2010

年全年综合毛利率水平略低于 2009 年。 2、2010 年三代机发动机逐步大批量生产。目

前我国正处于三代机的升级替换，带动所配置航空发动机"太行”的批量供应。2010

年太行发动机生产厂商沈阳黎明销售收入突破百亿，相较 2009 年收入 66 亿元大幅增

长 166%%，同期公司对于集团系统内公司销售收入 18.3 亿元，较 09 年增长 213.53%。

公司作为太行航空发动机关键部件供应商，航空发动机零部件增长明显受益于沈阳黎

明业务增长。2010 年公司年报亦披露销售收入增长原因来自航空发动机及衍生产品业

务批产需求有所增长，由此推测太行发动机已过渡到大批量生产阶段，沈阳黎明以及

公司将持续受益。3、非航业务亮点多。2011 年中航集团战略规划强调向非航民品发展

倾斜。公司于 2010 年制定《航空动力非航空产品三年发展计划（2011-2013）》，非航

产品每年将保持递增 30%以上的发展速度,规划“十二五”末销售收入 50 亿元的目标。

2010 年公司加速对于非航产品的布局,公司凭借自身技术优势涉入非航高端装备领域，

在原有工业燃机项目、斯特林太阳能项目得到持续发展外，某实验项目、碳纤维牵伸

机项目、余热余能发电项目以及地铁屏蔽门等项目逐步展开。进入 2011 年公司非航民

品将快速提升规模，贡献收入比例持续提高。4、静待后续资产整合。公司作为中航发

动机板块主机业务唯一上市平台，11 年优质整机资源将进一步得到整合。 2010 公司

对于集团下航空发动机资产整合未包括沈阳黎明、东安公司以及成发公司等 3 家航空

发动机整机资产,其中沈阳黎明作为三代机“太行”发动机整机的生产商，2010 年销售

收入实现过百亿，预计净利润超过 3 亿元，优质整机资产的注入将直接增厚公司业绩。

5、估值与评级：不考虑资产注入影响，研究员预测 2011 年-2013 年公司的收入分别为

69.73、86.54 和 107 亿元，对应每股收益分别为 0.50、0.78 和 1.01，对应当前股价

的 PE 分别为 72、47 和 36 倍。考虑到 1）国内军备升级、民航业发展带给公司广阔成

长空间，航空发动机作为高端装备制造的核心板块之一，受益于国家新产业政策支持；

2）随着航空整机资产的陆续注入，公司定位于集团航空发动机整机制造“唯一”垄断

地位；3）沈阳黎明等优质航空整机资产后续注入值得期待。维持“买入”投资评级。 

    【简评】：航空制造业是国家十二五规划中高端装备制造业的重中之重，受益国家

产业政策支持和航空制造业的巨大发展潜力，公司作为中航集团航空发动机整机制造的

唯一上市平台，航空发动机资产整合与注入预期较强，是军工股中有业绩和新的优质资

产注入预期的品种。短线回调到低位，仍具有重点关注价值。（投资顾问：罗利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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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券商发表康得新（002450）简评报告：评分标准提高、出版总署大力推广，预涂

膜替代性需求高增长可期 

事件：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减少平版印刷对环境和人体健康的

影响，改善环境质量，有效利用和节约资源，环境保护部于 2011 年 3 月 2 日颁布了《环

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印刷》的标准，该标准对平版原辅材料和印刷过程的环境控制、

印刷产品的有害物限值做出了规定。该标准明确表示平版印刷所用原辅材料的综合得

分应超过 60 分，并将预涂膜单项的评分由意见稿中的 10 分大幅提升至 25 分。此外，

新闻出版总署有关领导明确表示，“环保标准”将于三年内在出版行业强制实施，在印

刷包装领域推广实施。（来源：公司网站） 

主要观点：1、预涂技术对其他覆膜技术的全面替代进程加速。环境保护部将预涂

膜使用权重由征求意见稿的 10 分大幅提升至 25 分（满分为 100 分，得分在 60 分以上

符合标准要求)；新闻出版署明确表态，未来三年内出版行业将强制实施“环保标准，

印刷包装领域推广实施。研究员分析认为将预涂膜单项的评分由意见稿中的 10 分大幅

提升至 25 分，充分体现了国家非常倾向于用预涂膜作为印刷的主要膜材料，“环保标

准”预计将大幅提升印刷品供应商使用预涂膜的积极性，未来预涂膜替代性需求高增

长可期。2、公司国内龙头地位，有望优先受益于预涂膜产业政策。1）公司现有产能

1.63 万吨。募投项目达产后，2012 年公司产能预计将提升至 3.43 万吨。2008 年公司

国内市场占有率为 20%，2）公司核心竞争力是新品研发和稳定客户群。公司具备国内

领先的技术优势，积极推出高毛利率水平的新产品。研究员预计新产品为公司 2011、

2012 年贡献 EPS 分别为 0.43 元、0.54 元。公司产品质量稳定，具备良好的售后服务，

与客户建立起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目前五粮液和苹果手机等大品牌的包装盒所用预

涂膜均由公司生产）。3、风险提示：公司存在原材料价格风险和市场风险。4、维持买

入评级，研究员维持对公司 11-12 年的盈利预测分别为 0.96、1.45 元，维持公司买入

评级，目标价 43.60 元。将积极关注标准出台对公司销售可能产生的重大促进作用。 

    【简评】：公司为国内预涂膜行业龙头，具备国内领先的技术优势，有望优先受益

于预涂膜产业政策加速发展。公司股权激励行权价较高，也对股价构成支撑。该股今年

以来台阶式上升，走势基本独立于大盘，短线回调仍具有重点关注价值。（投资顾问：

罗利长） 

 

★某研究机构发表华鲁恒升（600426）年报点评报告，调整 11-12 年 EPS（摊薄后）为

0.84 元、1.45 元，增发后公司每股净资产为 7.52 元，PB 仅为 2.2 倍，具有足够的安

全边际，维持增持评级 

    主要观点：1、年报业绩符合预期，四季度盈利显著修复。10 年实现收入 47.4 亿

元、净利润 2.54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19%、-40%；EPS0.51 元（对应增发摊薄后 EPS0.40



                                                          专业、专心、专为您 

内部重要资料 仅供客户经理指导客户参考 不宜张贴 切勿外传 营业部应提示客户投资风险自担 
务请阅读正文之后的重要声明 

                                                                                                    
责任编辑：朱洁瑜                                            联系人：原燕琼 
                                     电话：020－87555888－873  Mail:yyq@gf.com.cn 
 

4

元），基本符合研究员之前预测的 0.53 元，分配方案为每 10 股送 5 股派 1 元。10 年四

季度 EPS0.22 元，较三季度 EPS0.01 元显著改善，四季度毛利率也上升至 16%，基本恢

复至历史正常水平。四季度盈利好转的主要原因：尿素价格回暖以及烟煤成本优势凸

显。四季度尿素出厂价为 1926 元/吨，较三季度大幅上升 16%；四季度烟煤与无烟煤价

差较三季度扩大约 20%，公司煤气化的成本优势得以强化。2、11 年产品价格可能超出

研究员之前预期。目前公司产品的景气度较高：尿素出厂价为 1920 元/吨（10 年均价

1746 元/吨），华东醋酸价格受南京塞拉尼斯 60 万吨设备检修大涨至 3550 元/吨（10

年均价 2949 元/吨），华东 DMF 受益下游旺盛需求价格企稳至 6700 元/吨（10 年均价

5662 元/吨）。研究员认为 11 年产品均价将显著高于 10 年，业绩同比显著增长。3、期

待公司 11 年乙二醇和己二酸顺利投产。公司计划 5 月份投产 5 万吨乙二醇和 9月份投

产 16 万吨己二酸，我国乙二醇约有 70%需要进口，煤制乙二醇成本优势突出，另外己

二酸项目投产后可大幅提升公司 12 年业绩。4、上调盈利预测，维持增持评级。研究

员调整 11-12 年 EPS（摊薄后）为 0.84 元、1.45 元（原预测为 0.72 元、1.36 元），目

前公司股价为 16.84 元，分别对应 11-12 年 PE20 倍、12 倍；增发后公司每股净资产为

7.52 元，PB 仅为 2.2 倍，显著低于申万化学制品板块 3.8 倍 PB，具有足够的安全边际，

维持增持评级。 

    【简评】：公司在化工股中主导产品景气较高，股价对应的动态估值较低，年报 10

转 5 股含权，短线股价和技术指标调整到低位走稳后，可重点关注。（投资顾问：罗利

长） 

 

★中兴通讯(000063)2011 年有望实现业务全面繁荣，预期今年国内业务增长 26%，海

外业务增长 25%，预计公司 10/11/12 年 EPS 1.13/1.50/1.90 元，对应 PE 28/21/17x，

目标价 45 元，“买入”评级 

    主要观点：1、资本开支下行期依然实现业绩较快增长。公司 10 年实现营业收入

702.64 亿元，净利润 32.50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16.58%、32.22%。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增长 16.87%，这一成绩是在去年国内资本开支下降 14%及印度禁售事件影

响下取得的，公司全业务扩张能力的大幅提升是其背后主因，公司已形成无线、有线

及数据、软件与服务、终端相结合的全业务线，可从投资、消费多角度受益，降低单

纯的投资波动。预期今年末四类业务收入占比为 33%、26%、15%、27%。综合毛利率回

稳，费用率略增。公司 10 年毛利率提升 0.3 个百分点至 32.6%，主要原因在于国内经

过 09 年 3G 跑马圈地设备毛利率所有回升，以及对低毛利率地区销售明显减少导致。

期间费用率提升 0.9 个百分点，原因在于汇兑损失及 10 年研发投入加大。2、预期今

年国内业务增长 26%。去年国内收入占比 45.8%，增长 5.9%，估测无线-25%、有线及数

据+32%、软件与服务+25%、终端+46%；预测 2011 年分别增长+10%、+41%、+2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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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有线及数据增长提速，其推动力在于移动 G 网开支显著上升以及公司在企业网

的激进计划。3、预期今年海外业务增长 25%。去年海外收入增长 27.4%，来自亚、非、

欧美的收入分别增长-3.9%、55%、50%，预计今年来自亚洲的收入将随印度市场的恢复

而增长；非洲保持稳定增长，欧美等地受益于公司“大国大 T”战略的持续推进，亦有

望实现收入持续高增长。4、风险因素：国际市场监管限制；海外市场进展低于预期；

国内投资放缓等。5、维持“买入”评级。市场对电信投资悲观预期的扭转以及对中兴

成长的再认可将带来公司业绩和估值的双重修正。近期公司股价上涨是市场对投资预

期向好的逐步认可，研究员认为投资预期向上调整的过程将继续，中移动资本开支的

公布只是一个确认信号，其背后逻辑是用户流量消费高增必然会带来投资增长。此外，

随着市场对中兴成长空间由 1000 亿美元（无线网络设备市场）扩至 4000 亿美元（综

合网络设备+终端+运维与应用服务）的认可，其估值水平亦应有提升。预计公司

10/11/12 年 EPS 1.13/1.50/1.90 元，对应 PE 28/21/17x，目标价 45 元，“买入”评

级。 

    【简评】：近期利好兑现后有所调整，若继续回调可以考虑买入。（投资顾问：徐

学林） 

 

重点研报推荐股票跟踪 
推荐日 股票代码 股票 EPS 推荐日 推荐日至 目标价 跟踪建议 报告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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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调，不过具备

多重主题投资概

念，下跌中值得

关注 

0311 002055 得润电子 0.62 1.12 1.32 23.97 -5.33 28.0 持有，等待补仓 中投证券

0311 600535 天士力 1.18 1.52 1.96 38.51 4.16 45.0 
冲高回落，卖出

了结 
申银万国

0314 600827 友谊股份 0.79 0.93 1.07 18.59 -2.36 20.0 持有 国泰君安

 

研究机构最新评级 
代码 名称 机构名称 研究员 研究日期 最新评级 调整方向 目标价位 

600383.SH 金地集团 国信证券 方焱 2011-03-18 1_推荐 维持(多)  

000527.SZ 美的电器 中信证券 胡雅丽 2011-03-18 1_买入 维持(多) 24.00 

000550.SZ 江铃汽车 东方证券 秦绪文 2011-03-18 1_买入 维持(多) 39.00 

600101.SH 明星电力 东方证券 杨宝峰 2011-03-18 1_买入 首次关注 20.00 

600522.SH 中天科技 华泰证券 梁凯 2011-03-18 1_买入 首次关注 35.00 

000877.SZ 天山股份 光大证券 光大证券 2011-03-18 1_买入 维持(多) 52.00 

600528.SH 中铁二局 国信证券 邱波 2011-03-18 1_推荐 维持(多)  

000550.SZ 江铃汽车 国信证券 左涛 2011-03-18 1_推荐 维持(多)  

600223.SH 鲁商置业 国信证券 方焱 2011-03-18 1_推荐 首次关注  

000729.SZ 燕京啤酒 国信证券 黄茂 2011-03-18 1_推荐 维持(多)  

000729.SZ 燕京啤酒 银河证券 董俊峰 2011-03-18 1_推荐 维持(多)  

600223.SH 鲁商置业 德邦证券 
房地产行业

研究小组
2011-03-18 1_买入 维持(多) 11.60 

600376.SH 首开股份 招商证券 贾祖国 2011-03-18 1_强烈推荐 维持(多) 22.50 

600572.SH 康恩贝 东海证券 李伟志 2011-03-18 1_买入 维持(多) 25.00 

000680.SZ 山推股份 国泰君安 吕娟 2011-03-18 1_增持 维持(多) 32.00 

000063.SZ 中兴通讯 东方证券 周军 2011-03-18 1_买入 维持(多) 40.00 

000063.SZ 中兴通讯 国信证券 严平 2011-03-18 1_推荐 维持(多)  

002321.SZ 华英农业 光大证券 李婕 2011-03-18 1_买入 维持(多) 
29.10 至

33.95 

000063.SZ 中兴通讯 申银万国 万建军 2011-03-18 1_买入 维持(多) 43.80 

002450.SZ 康得新 东方证券 杨云 2011-03-18 1_买入 维持(多) 43.60 

002477.SZ 雏鹰农牧 民生证券 王莺 2011-03-18 1_推荐 首次关注 69.20 

002486.SZ 嘉麟杰 齐鲁证券 朱嘉 2011-03-18 1_买入 首次关注 
22.72 至

27.80 

600418.SH 江淮汽车 华创证券 高利 2011-03-18 1_强推 维持(多)  

300021.SZ 大禹节水 民生证券 王莺 2011-03-18 1_推荐 维持(多) 31.50 

300080.SZ 新大新材 东兴证券 银国宏 2011-03-18 1_强烈推荐 维持(多) 82.00 

600522.SH 中天科技 光大证券 周励谦 2011-03-18 1_买入 维持(多) 35.00 

002146.SZ 荣盛发展 国信证券 方焱 2011-03-18 1_推荐 维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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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重要声明：本资讯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及合法获得的相关内部外部报告资料，我公司对这

些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不保证其中的信息已做最新变更，也不保证投资顾问作

出的建议不会发生任何变更。在任何情况下，资讯中所表达的意见并不构成所述证券买卖的出价

或询价。对非因我公司重大过失而产生的上述资讯产品内容错漏，以及投资者因依赖上述资讯进

行投资决策而导致的财产损失，我公司不承担法律责任。未经我公司同意，任何人不得对本资讯

进行任何形式的发布、复制或进行有悖原意的删节和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