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请仔细阅读本报告末页声明 

证券研究报告 | 朝闻国盛 

2018 年 09 月 04 日 

朝闻国盛 

航天信息：社保征管改革系统建设红利，税控领军核心受益 

今日概览 

 研究视点 
 

【纺织服装】时尚消费品市场中期解析-20180904 

【传媒】从 18 年暑期档看电影行业的两个拐点及三个趋势-20180903 

【传媒】网游将实施总量控制，延续强监管趋势，但长期利好龙头发展

-20180903 

【计算机】航天信息（600271.SH）：社保征管改革带来系统建设红利，

税控领军有望核心受益-20180903 

【计算机】新北洋（002376.SZ）：社保征管新规即将落地，公司或为无

人化时代最大受益者-20180903  
 

 热点聚焦 
 

【计算机】金固股份：受短期因素影响，中长期继续看好-20180903 

【电新】平价上网+欧洲双反取消修复光伏预期-20180903  
  

 
作者 

 

 
 
分析师   贾菲 

执业证书编号：S0680515010001 

邮箱：jiafei@gszq.com  

 
行业表现前五名 
 
行业 当天 1 周 1 月 

国防军工 1.9% -0.5% 4.1% 

计算机 1.6% -1.8% 4.9% 

农林牧渔 0.9% -1.0% -5.5% 

电气设备 0.3% -2.8% -3.2% 

商业贸易 0.1% -2.2% -2.8% 
 

行业表现后五名 
 
行业 当天 1 周 1 月 

交通运输 -1.3% -3.9% -5.2% 

通信 -1.1% -4.9% 5.6% 

建筑装饰 -0.9% -3.7% -3.5% 

电子 -0.6% -4.2% -1.5% 

休闲服务 -0.6% -3.6% -4.8% 
 

晨报回顾 
  

1、《朝闻国盛：税改落地，保持积极》2018-09-03 

2、《朝闻国盛：云计算：全球进入甜蜜点》2018-08-31 

3、《朝闻国盛：版号问题改善预期是游戏股反弹的

主因》2018-08-30 

4、《朝闻国盛：消费重获外资青睐，趋势仍有望延

续》2018-08-29 

5、《朝闻国盛：5G 频谱预计将于下个月落地，通信

板块投资标的梳理》2018-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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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视点 
 

【纺织服装】时尚消费品市场中期解析-20180904 

鞠兴海   S0680518030002      juxinghai@gszq.com 

2018 上半年，时尚消费品 Q2 增速环比明显放缓。化妆品、运动鞋服仍为最强品类。 

消费增速放缓过程中，大众消费品表现均衡，而高端定位分化明显，歌力思/比音勒芬等优质高端品牌显著超越市场。 

电商渠道虽红利衰减，依然为核心增长引擎。50 家百货服装/化妆品零售 18 年 H1 同增 3%/11%，上海家化自营电

商/珀莱雅电商上半年收入增速超过 50%。 

秋冬备货积极，采购支出造成现金流下滑。 

风险提示：终端销售下滑、各公司门店拓张不及预期、新业务开展不顺风险。 

 

【传媒】从 18 年暑期档看电影行业的两个拐点及三个趋势-20180903 

林起贤   S0680518040001      linqixian@gszq.com 

高基数下暑期档票房仍有正增长，同比增长近 7%。去年同期《战狼 2》创造票房奇迹，拉高 17 年暑期档整体票房

基数，但受益于观影需求持续增长，18 年暑期档票房仍有近 7%增幅。在暑期档的数据背后，我们看到的是电影市

场的两个拐点及三个趋势： 

拐点一：暑期档电影票价企稳回升。继暑期档票价三年下跌后，18 年暑期档全国电影票价企稳略增 0.2%，三四五

线城市的票价增长水平较高，三线城市平均票价增速达 1.55%，四线城市增速 2.86%，低线城市票价水平与一二线

城市不断接近。我们认为从供给和需求端看票价仍具上涨基础。 

拐点二：高低线城市暑期档票房增速反转。今年暑期档三四五线城市票房增速较以往放缓，其中一线城市票房增速

近 10%，五线城市增速 1.25%，较往年出现明显反转。一方面，是因为短视频等更多娱乐方式下沉至低线城市，抢

夺低线观影时间；另一方面，今年暑期档头部影片与低线城市观影审美存在错位。 

电影行业三大趋势：趋势一：头部影片占比持续提升，马太效应仍显著。2018 年暑期档共上映影片 91 部，其中 top10

影片票房达 117.42 亿元，占总票房的 74.31%，去年同期 top10 影片票房占比为 73.30%，票房集中度略有提升，

头部影片仍然占据绝大多数票房。趋势二：国产片竞争力持续增强，成为贡献票房主要力量。2018 年进口片数量占

比提升，由去年同期 11%提升至 16%，但从票房表现来看，进口片的票房占比却由 30%下降至 24%。票房前五中

国产片拿下四席，口碑持续上扬，竞争力提升已成不争事实。趋势三：新建影院多位于低线，中小影院或将加速出

清。从全国影院和银幕的建设速度来看，仍保持渠道扩张。Top10 影投公司市场份额持续下降，渠道竞争激烈，中

小影院经营承压面临加速出清。 

九月及国庆档票房展望：九月及国庆档定档 50 部影片，亮点突出佳片可期。其中进口片《碟中谍 6》旗开得胜，国

庆档开心麻花新作《李茶的姑妈》有望成为爆款。我国观影人次仍处于上升期，优质内容持续驱动观影需求，全年

电影消费仍将平稳增长。 

风险提示：电影行业监管趋严风险，全国票房增速不及预期风险。 

 

【传媒】网游将实施总量控制，延续强监管趋势，但长期利好龙头发展-20180903 

林起贤   S0680518040001      linqixian@gszq.com 

行业事件：2018 年 8 月 30 日八部委联合发布的《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中提出实施网络游戏总量调

控，采取措施限制未成年人使用时间。 

网游行业长期处于强监管下，国家机构调整是版号暂停发放的主要原因。2018 年 3 月国家推行机构改革方案，负责

版号审批的国家新闻出版署将从广电总局划归至中宣部管理，导致版号发放暂时中止。由于国务院机构改革要求 9

月 30 日前落实“三定”，预计机构调整落地后游戏版号有望重启。 

http://www.hibor.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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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方案》对头部企业影响较小，加速行业精品化及出海趋势。从数量来看头部游企每月游戏获批数仅占总量的

2%，从收入来看 2017 年网腾 87 款手游收入占比超 76%，游戏头部集中度高。从未成年人保护角度看，未成年防

沉迷重视已久，海外亦有分级+控时经验，且未成年玩家比例较小、收入贡献能力较弱。 

A 股游戏公司 P/E 从 2015 年的 50 倍以上降至 2018 年的 7-18 倍，目前已进入估值底部。对比全球游戏公司，日韩

在 18-35 倍，欧美在 30 倍左右，具备全球竞争优势的中国游戏公司在估值上相对较低。 

标的推荐：推荐行业霸主地位稳固，版号放开受益较大的【腾讯控股】；推荐具备强研发实力、业绩稳定性好、与腾

讯战略合作且具备较高安全边际的 A 股游戏龙头【完美世界】；推荐受益于游戏电竞化趋势且《绝地求生》端/手游

取得版号后有望带来较大业绩增量的【迅游科技】；推荐研运实力强，估值优势明显的【三七互娱】。 

风险提示：游戏行业监管政策趋严风险，宏观经济环境下行风险，游戏项目延期/表现不及预期风险。 

 

【计算机】航天信息（600271.SH）：社保征管改革带来系统建设红利，税控领军有望核心受益-20180903 

杨然   S0680518050002      yangran@gszq.com 

社保征管改革带来税局系统建设需求，公司作为税控龙头有望核心受益，且薪酬成本受影响较小。 

业绩加速点明确，维持“买入”评级。企业客户数、会员服务、普惠金融将是公司中期成长加速因素。根据关键假

设，预计 2018-2020 年营业收入为 338.18 亿、400.94 亿和 478.31 亿，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6.03 亿、22.07

亿和 30.05 亿。维持“买入”评级。 

风险提示：税控行业性降价影响相关企业当期利润；业务推进不达预期；宏观经济风险；预测假设与实际情况有差

异的风险。 

 

【计算机】新北洋（002376.SZ）：社保征管新规即将落地，公司或为无人化时代最大受益者-20180903 

杨然   S0680518050002      yangran@gszq.com 

社保征管新规即将落地，公司或为无人化时代最大受益者。 

维持“买入”评级。根据物流、金融及新零售业务关键假设，预计 2018-2020 年营业收入分别为 27.70 亿、37.12

亿和 48.21 亿，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4.22 亿、5.87 亿和 8.30 亿。预计未来三年利润 CAGR 达到 40%，根据 PEG=1

估值，给予 2018 年 PE 40x，对应目标市值 169 亿元。维持“买入”评级。 

风险提示：新零售行业发展不达预期；行业竞争加剧；关键假设与事实不符的风险。 
 

 

 热点聚焦 
 
【计算机】金固股份：受短期因素影响，中长期继续看好-20180903 

杨然   S0680518050002      yangran@gszq.com 

市场过度反应，基本面无忧。今日股价异常波动，预计由于公告了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引发市场担忧

基本面变化。我们认为市场过度反应，公司与阿里巴巴合作切入汽车后市场正在稳步推进，中长期依然看好。 

阿里、金固和康众强强联手，一举收获顶级流量与汽配供应链。汽车超人 5 年深耕，拥有线下优质门店（全国直营

门店超过 400 家，合作门店两万多家）、全国七大仓储体系、成熟门店 SaaS 系统以及大批后市场服务人才；康众

汽配拥有覆盖全国的汽配前臵仓库，涉及近 30 个省份约 200 余座城市；阿里拥有顶级线上流量以及雄厚的资本支

撑。 

风险因素：门店拓展不达预期；盈利能力不达预期；受下游行业周期波动影响。 

【电新】平价上网+欧洲双反取消修复光伏预期-20180903 

http://www.hibor.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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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磊   S0680518030001      wanglei1@gszq.com 

平价上网项目或将在近期启动，欧洲双反取消改善光伏板块预期。近期国家能源局对光伏平价上网项目态度积极，

首先国家能源局召开闭门会议，形成了一份《光伏发电平价上网示范项目建设工作方案》草案；然后在 8 月 30 日，

国家能源局下发了《无需国家补贴光伏发电项目建设有关事项的通知》。两份文件均表示国家有望开展光伏平价上

网项目。同时上周欧盟宣布取消对国内光伏产品的双反。光伏板块的预期得到一定改善。 

欧洲光伏格局或将改变，组件和电池片厂商有望受益。根据 SolarPower Europe 预计，2018 年欧洲装机在

11.22~13.69GW，双反取消有望缓解国内装机需求降低带给国内企业的影响。隆基股份作为国内单晶硅片和组件的

龙头企业，今年以来积极开拓海外市场，上半年公司海外销量是去年同期的 18 倍。隆基股份成本和技术优势明显，

欧洲双反取消之后，公司有望凭借技术和成本优势迅速开拓欧洲市场，公司预期有望得到修复。通威股份为国内高

效电池片龙头，生产成本优势明显，通威电池片也有望凭借成本优势进入欧洲市场。同时欧洲居民平均电价和工业

用电平均电价较高，在我国光伏产品价格大幅下降的背景下，欧洲有望加快进入光伏平价上网时代，2019 年欧洲装

机或将超预期。 

建议长期关注光伏板块具备成本和技术优势的龙头企业，通威股份和隆基股份。 

风险提示：国内光伏政策不及预期，光伏装机不及预期，海外出口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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