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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指数表现  

指数名称  收盘  涨跌% 

上证综指 2494.48 1.00 

沪深 300 2594.32 1.40 

中小盘指 3495.84 1.82 

创业板指 1475.75 0.97 

国债指数 145.09 0.04  

股指期货表现  

指数名称  收盘  涨跌% 

沪深 300 2594.32 1.40 

IF1411 2584.20 1.50 

IF1412 2591.20 1.54 

IF1503 2609.20 1.45 

IF1506 2611.00 1.47  

大宗原材料    

品种合约  收盘  涨跌% 

阴极铜 48,110.00 0.19 

铝 13,655.00 -0.07 

天然橡胶 11,360.00 1.25 

白砂糖 4,839.00 2.37 

黄玉米 2,368.00 0.34     

国际市场指数  

指数  收盘点位  

香港恒生 23938.18 

H 股指 2110.53 

红筹股 2874.58 

日经 225 17197.05 

道琼斯 17612.20 

标普 500 2038.25 

纳斯达克 4675.13 

德国 DAX 9210.96 

法国 CAC 4179.88 

波罗的海 1370.00 

富时 100 6611.04  
数据来源：财汇、华泰证券研究所 

  
 
 【中小市值-冯伟】太安堂(002433)：公司公告股权激励草案，计划向公司中

高层及核心骨干授予 660 万股的限制性股权，约占公司现有总股本的 0.91%；

确定打造中药全产业链的战略布局，目前雏形初现。预计后续公司业绩驱动力

将主要来自：1）不孕不育独家品种麒麟丸的快速增长，预计今年增速 40-50%；

2）人参业务及中药饮片业务的快速增长，今年有望翻番。定增募资 16 亿元

为公司中长期发展打下坚实基础。维持“增持”评级。 

 

 

 

 

今日焦点 

 

市场数据 



 

综合产品研究/研究所晨报 |2014 年 11 月 13 日 

谨请参阅尾页重要声明及华泰证券股票和行业评级标准 2 2

 

上调评级 
 
 

公司 /行业 评级调整 日期  盈利预测与价格区间 

南京医药(600713) 增持(首次) 20141112 TP8~8.8 元 

宁波银行(002142) 买入(增持) 20141111 TP13.8~14.8 元 

南京银行(601009) 买入(增持) 20141104 2014/2015/2016EPS 1.84/2.18/2.56 元,TP13.5~12.8 元 

中国中期(000996) 增持(首次) 20141103 TP24.5~26.5 元 

三维通信(002115) 买入(增持) 20141031 TP10~12 元 

纳川股份(300198) 增持(中性) 20141028 2016/2014/2015EPS 0.28/0.19/0.23 元,TP8~10 元 

方大炭素(600516) 买入(增持) 20141027 TP16~12 元 

凯迪电力(000939) 增持(首次) 20141027 TP7.7~6.7 元 
 
 
 
 
 
 
 
 
 
 
 
 
 
 
 
 
 

[table_content] 
重点推荐 

太安堂(002433):公告股权激励，助力公司高成长 

分析师：冯伟(0755-82364467)(执业证书编号：S0570512070012) 

事件：11 月 12 日公司公告股权激励草案，计划向公司中高层及核心骨干（194 人，占公司员工总数 11.84%）授予 660

万股的限制性股权，约占公司现有总股本的 0.91%。其中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总量为 595 万股，约占计划激励总量的

90.15%，预留限制性股票 65 万股，约占计划激励总量的 9.85%，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股票。预留限制

性股票将在首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后 12 个月内一次性授予。  

 计划激励股票授予价格为 6.46 元，有效期为自首次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起 48 个月。解锁条件为：以 14 年业绩基准，

15、16、17 年营收增长不低于 50%、105%、195%；扣非后净利润不低于 30%、70%、145%。 

 按公司股权激励解锁条件估算，15、16、17 年营收同比增速分别为 50%、37%、44%，扣非后净利润增速分别为

30%、31%、44%。体现了公司良好的业绩持续成长性预期。 

 公司确定打造中药全产业链的战略布局，目前雏形初现：上游设立吉林抚松人参基地，中游中成药研发生产、亳州

中药饮片业务，下游收购医药电商康爱多和连锁药店。公司 9 月份公告 3.5 亿元、1.25 倍 PS 收购医药电商 10 强的广东

康爱多连锁药店 100%股权，加大在医药电商领域的布局力度，目前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预计对于后续公司自有品牌通

过线上线下业务融合及提升产生积极影响，有望受益于处方药网上销售的放开。 

 预计后续公司业绩驱动力将主要来自：1）不孕不育独家品种麒麟丸的快速增长，预计今年增速 40-50%；2）人参业

务及中药饮片业务的快速增长，今年有望翻番。 

 定增募资 16 亿元为公司中长期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公司定增募资拟布局中药全产业链，计划投资建设人参、中药饮

片、宏兴集团新厂、连锁药店及电商等项目，目前各项业务已逐步开展，预计后续将为公司中长期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投资建议：维持“增持”评级。考虑定增摊薄后，我们预计公司 2014-2016 年 EPS 为 0.28 元、0.38 元和 0.4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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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 PE 分别为 43X、32X和 25X。估值水平处于行业平均水平，考虑到公司 9.70 元的定增价格，我们认为目前股价处

于合理水平。 

 风险提示：定增项目建设不达预期；市场竞争加剧导致毛利下滑；人参价格大幅下滑。 

 

 

深度研究 
 
 
  

宁波银行(002142)-结构调整效果显 同质竞争一亮色 

分析师：罗毅(0755-23952862)(执业证书编号：S0570514060001) 

利率市场化改革逐步推进，商业银行在收入端和风险端将经历一次大考。宁波银行提前布局，左右开弓着手调整收入

结构和客户结构：资产结构调整推动收入结构优化，贷款类利息收入占比下滑至 50%以下，收入结构多元化；结合区

位特点和自身优势，公司未来定位以个人客户和中小微客户为主的“大零售”。业务结构调整给予公司较强的成长性和

防御性，形成差异化发展特色。  

应对冲击，积极调整资产结构。目前资金市场利率已初步实现市场化定价，银行存款市场利率仍未完全放开，公司提

前布局，大力发展包括债券类投资业务在内的资金类业务，稳步提高其资产占比。同时，保持传统存贷业务的稳定发

展，但逐步下调其资产占比。资产结构调整推动收入模式的进化：包括资金类业务、同业业务在内的市场化运作业务

收入占比稳步提升，贷款业务收入占比稳步下调，14 年中下滑至第二大资产来源。资产结构调整推动收入结构优化:

截止 2014 年二季度末，一般贷款产生利息收入占比为 48.53%，首次在生息资产收入占比中下滑至不足 50%。证券投

资类利息收入占比首次突破 40%,提升至 41.00%，较去年同期提升 6.08 个百分点，较年初提升 5.31 个百分点，成为

重要收入来源。 

客户结构调整，目标“大零售”。具体到贷款类资产收入和中间业务收入，公司不断细分市场，最终目标定位于个人客

户和中小微企业，大力发展“大零售”业务条线。 

攻守兼备，公司保持高成长，资产质量良好。受益于中国债券市场发展、较小的资产规模基数和大零售厚积薄发的特

点，公司具备广阔发展空间；信贷业绩压力低于同业，风险偏好下降有助于资产质量保持稳定。定位明确的客户群体

和风控能力保证了公司资产质量的稳定。同南京银行一样，我们定位公司为“金融蓝筹中的小票”，看好公司未来发展。 

上调为“买入”评级：预计 2014-16 年净利润分别为 58 亿、67 亿、77 亿元，增长 18.7%、16.1%、15.9%。14 年

EPS 为 1.77 元，对应 PE 6.6 倍，PB1.2 倍。公司收入渠道多元化，未来定位“大零售”，正在走一条特色差异化道

路。考虑到公司的未来成长性和良好的资产质量，建议给予 15%的溢价，叠加行业 15%的估值修复，未来合计可有 30%

的上行空间，故上调为“买入”评级。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下行，对资产质量问题的担忧上升。 

电力设备与新能源:核电安全有序发展，将提升用电清洁化 

分析师：郑丹丹(021-28972087)(执业证书编号：S0570513070004) 

核电将担当我国发电总量清洁化之大任。在我国，能源利用清洁化已逐渐成为全民共识，为大势所趋。在各类清洁发

电形式中，我们相对看好核电的发展前景，其优势主要体现于：1）单机容量大，新投产机组单台容量多为 1GW 左右；

2）核燃料能量密度大，1 克“铀-235”燃料进行核反应释放的能量与 2.7 吨煤燃烧所释放的能量相当；3）核能发电的

稳定性堪比火力发电，不受季节等自然因素影响，平均利用小时数是风电的 3.79 倍、水电的 2.20 倍、光伏的 5.77 倍。 

  政策支持安全、高效地发展核电。中央决策层近期多次敦促沿海核电新项目开工。核电的标杆电价明确，较火电

优先上网。核能发电企业享受增值税“先征后退”政策。 

  7 个在运核电基地已初具规模。截至 2014 年 11 月 6 日，我国大陆已建成的核电机组共计 22 台（含 2 台等待正

式投入商业运行的机组），总装机容量 20.15GW；其中，实现商业运行的核电机组分布于 7 个核电基地：秦山、岭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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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亚湾、田湾、宁德、红沿河、阳江。我们预计，2014 年核能发电对全社会用电量的贡献将自 2010 年的 1.78%提高

至 2.37%，在一定程度上优化我国发电结构。 

  核电投运高峰期悄然而至。我国大陆目前在建的核电机组有 26 台，我们估测在建总装机容量约 28.18GW。根据

各项目进展，我们判断，2014～2019 年将迎来新建核电站投入商业化运行的密集期，每年将有 3～9 台核电项目（大

致对应容量 3.22～9.59GW）投运，较 2013 年（新投运 2 台、2.21GW）大幅增加。  

  核能发电量将继续保持较快增长。我们预计，核能发电量对 2019 年全社会用电量的贡献比例将大概率超过 5%，

将有效改善我国（尤其东部沿海地区）的发电清洁化水平，但相比德国、英国、美国、韩国等国于 2013 年的相关比例，

仍有显著差距。因此，在严格满足安全条件的情况下，我国核电建设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核电新项目核准开工重启指日可待。国产自主技术获突破，尤其承担核电国产化战略大任的“华龙一号”通过专

家评审，一定程度上将加快新项目开工步伐；核电企事业单位积极向公众普及核电知识，有助公众理性看待核电发展；

我国企业掌握的核燃料资源可供核电长期发展之用，设备制造商技术实力与项目经验与日俱增，建设运营商已累积丰

富经验，本土产业链正以合力迎接核电发展更大挑战。我们认为，这些都将利好核电新项目加快开工。 

  投资建议：重点推荐核电设备细分市场份额较高、估值具有一定优势的东方电气；建议关注上海电气、海陆重工

等其他核电产业链受益标的。 

  风险提示：核电建设与新项目的核准开工进度或不达预期；相关上市公司的业绩或不达预期。 
       

最新覆盖 

  

南京医药（600713）：从量变到质变，与联合博姿合作值得期待 

分析师：姚艺(0755-82125057)(执业证书编号：S0570513070008) 

商业分销稳步发展，药事服务和零售渐成发展两翼。公司医药商业规模和市场份额处于江苏、安徽第一、福建前三地

位，在昆明、武汉、四川多点布局，预计 2014 年整体规模超过 200 亿，随着新一轮药品招标启动，有望进一步提高

市场份额。在医药分开的背景下，公司准确把握公立医院改革的利益诉求，通过向客户提供设备租赁、信息系统、院

内物流优化、库房管理、代客煎药等供应链一体化解决方案，不仅增加客户采购粘性（在江苏人民医院、鼓楼医院份

额均已超过 50%），同时通过信息共享，为上游厂商、保险等提供数据服务，提升盈利水平。  

引入战略投资者，财务减负显著。公司短期借款 30 亿，资产负债率高达 88.5%，定增引入联合博姿 Alliance Healthcare

（持股 12%），8 亿元将用于偿还银行借款，预计资产负债率降到 75%左右，按 8%的贷款利率测算，每年可减少财务

费用 6400 万元。同时，偿债能力改善使信用评级从 2A-提升到 2A，对存量贷款负担也有一定缓解。 

中长期全方位战略合作，增长潜力加速释放。联合博姿作为全球医药流通行业巨头，与多家国际医药工业巨头保持良

好合作关系，将大大丰富南京医药医院纯销业务的药品种类，增加高利润的进口药品所占的比例。作为联合博姿在华

东的商业平台，公司将充分利用其议价权，争取进口及合资优秀品种的区域一级代理权，并加强与广州医药的合作（联

合博姿在华南的战略合作者），中长期提升毛利率水平。双方将在供应链、信息化、预算管理方面展开全面合作，公司

的运营效率将得以改善。  

趋势向上，业绩弹性值得期待。联合博姿将派驻 2 个董事和 1 个高管，成立管理委员会，就短中长期战略规划进行部

署，并有望引进国际化薪酬方案，解决长期约束发展的激励问题。考虑到增发，预计 2014~2016 年摊薄 EPS 

0.10/0.20/0.31 元，同比增长 131%、101%、53%，目前股价对应 PE 分别为 76 倍/37 倍/24 倍。我们看好公司以药事

服务为核心的盈利模式，与联合博姿的全面战略合作，将加速业绩潜力的释放，从而带动估值提升，维持增持评级。 

风险提示：战略合作及业务整合进度低于预期  

盛路通信(002446):实际控制人大额增持，坚定发展信心 

分析师：冯伟(0755-82364467)(执业证书编号：S0570512070012) 

事件：11 月 5 日公司发布公告，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长杨华先生 11 月 4 日通过深交所大宗交易系统现金增持公司 35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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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09%，增持后杨华持有公司股份由 18.29%增至 20.38%。上市公司同时表示后续将进一步完

善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和内控制度，持续提高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在条件成熟时使用上市公司平台对优质资产进

行有效整合。 

实际控制人杨华先生作为盛路通信的创始人和董事长，大额增持体现了其看好上市公司未来发展前景，认为盛路通信

具备长期投资价值。我们认为实际控制人此举将更加坚定二级市场对公司后续转型发展的信心，将为公司中长期市场

表现带来积极影响。 

公司原主业通信天线业务受益 4G 投资建设大幅回升，业绩超预期反转，而合正电子 8 月份开始也正式并表，成为公

司业绩的主要驱动力，我们认为合正电子今年完成完成 4800 万元净利润承诺问题不大。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签订协议，

如超业绩承诺 10%则合正电子将获得上市公司相应的丰厚奖励，这将激励合正努力开拓市场，业绩超预期的概率较大。 

合正今年开局情况良好，新签 5-6 家车厂前装（至少保证 5-7 年稳定供货），如五菱宏光、浙江众泰等，年内计划签下

至少 10 家以上的合资及自主品牌的车厂前装，预计 15 年开始公司 DA 智联系统新产品销量将井喷。 

合正在汽车电子领域研发实力突出，在传统汽车电子厂商尚未意识到市场格局即将迎来大变革之前，公司已经研发出

迎合时代潮流的新产品并在市场上跑马圈地。合正发展战略是与车厂紧密合作，随着进入更多车厂的前装市场，其长

期成长空间打开，我们看好公司在车联网大潮下的努力方向及业务布局。公司 DA 智联系统至少领先业内 1 年以上，

目前三代已研发完毕，预计明年将和新车型一同推向市场。  

投资建议：维持“增持”评级。我们预计 2014-2015 年上市公司摊薄后 EPS分为 0.28 元、0.50 元，净利润增速分别

为 963%、77%，对应当前股价 PE 分别为 89X，50X。考虑到合正新产品明年将迎来爆发式增长，我们认为公司业绩

弹性较大，暂时维持增持的投资评级。  

 
           

 

 

[table_content] 
宏观与策略 

  

华泰证券-每周政策动态-20141103-20141110 

分析师：杨斌(0755-82776426)(执业证书编号：S0570513030001) 

每周政策焦点 

事件： 

1、11 月 4 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削减前臵审批、推行投资项目网上核准，进一步释放投资

潜力和发展活力。 

2、11 月 4 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研究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规划、发

起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设立丝路基金。 

3、11 月 9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题为《谋求持久发展  共筑亚太梦想》的主旨演讲。习近平强调，当

前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我们将坚定不移把改革事业推向深入。中国发展将给亚太和

世界带来巨大机会和利益。中国愿意同本地区各国携手实现亚太美好梦想。 

我们的看法： 

1、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将构筑亚洲区域经济新版图。中国推新版“马歇尔计划”支持中国经济的走出去战略，设立

规模达 400 亿的基金，用于为“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以及我国相关西部、东南部省份的基建、能源、金融合作等方

面提供融资支持，达到输出国内过剩产能，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及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的战略目标。从最直接的影

响上，我们能看到马歇尔计划对于国内过剩产能的消耗将会加速，同时带来上游产业的持续的复苏。而从长远利益来

看，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将以基建投资的形式向我国偏远地区及海外进行资本的输出，通过基建投资的外部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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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区域经济的增长，反过来这也将加强区域经济的联系，带来贸易水平及国际合作广泛的提升。  

 

2、实施积极进口促进战略，助力国内经济结构转型。国务院发文要求实施积极的进口促进战略，加强技术、产品和服

务进口，有利于增加有效供给、满足国内生产生活需求，提高产品质量，推进创业创新和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也有利

于用好外汇储备，促进国际收支平衡，提升开放合作水平。我们观察到今年自 5 月份以来的进出口贸易有抬头的迹象，

自 9 月份以来出口也出现了较大程度的反弹，但其中也夹杂着对于虚假进口贸易抬头的担忧。在经济筑底期我们认为

促进进口质量的提高，加强技术产品的进口将加速国内产业的更新换代过程，促进经济结构更快的转型。另一方面，

我国具有大量的外汇储备，合理运用外汇储备，保持国际收支的平衡同时可以支持我国进口的增长，在资金来源和进

口产品倾向明晰的条件下，促进进口战略的发展有条件完成，也有益于目前经济结构的转型。 

从航空展到航母发展 

分析师：徐彪(021-28972099)(执业证书编号：S0570513110003) 

我国自主研发的歼-31 战斗机首次实体亮相珠海航展，五年内有望实现量产的消息预计将直接刺激航空装备板块；军事

专家称歼-31 有望作为第四代舰载机登上航母，我们认为这将打开航母编队建设的想象空间，建议关注间接拉动的航母

概念板块。 

 歼-31 亮相航展，90%的国产化率有望刺激航空装备板块 

 自 2006 年以来，珠海航展的签约规模不断扩大，2012 年已达到 118 亿美元，随着我国航空航天技术的快速发展，

展品数量和质量都有很大的提升，包括国产的歼-31 和 FD-2000 导弹等军工产品有望通过此次航展推向世界。歼 31 代

号“鹘鹰”，是沈飞集团自主研发的最新一代双发中型隐形战斗机，按欧美旧标准属于第四代战机，是我国首款公开展

示的四代机，也是迄今为止中国航展公开亮相的最先进战机之一。 

 关注航空装备产业链 

 《2014 年中国军力报告》显示中国空军共有超过 2800 架飞机，其中 1900 架作战飞机（包括战斗机、轰炸机、

攻击机等）仅为美国的一半，而且只有 600 架是现代化的三代机，占比仅为 32%，与美国的完全三代化相比还有非常

大的差距。 

 战斗机的换代升级一方面直接利好战斗机制造、发动机、材料等相关产业，另一方面也间接利好空军信息化建设。

关注战斗机制造相关的成飞集成、发动机相关的航空动力、航电系统相关的中航电子、机身相关的中航重机。 

 歼-31 有望成为航母舰载机，打开航母编队建设的想象空间  

 从媒体照片来看，本次航展亮相的歼-31 是双前轮(而比它重一倍的歼-20 只是单前轮)，由于航母舰载机起降时要

承受更大的冲击力(更短的跑道和颠簸的路基)，通常都是双前轮，因此歼-31 战斗机有望成为航母舰载机。量产的歼-31

将不会仅仅配备于目前仅有的“辽宁号”航母，为未来的航母编队打开了想象空间。  

 关注航母产业链 

 航母编队建设的产业链大致可以划分为上游的特种材料（包括特种钢材、合金材料、符合材料）、中游制造过程中

的高端装备（包括舰体制造、武器装备制造、舰载机制造）、动力系统和信息系统（包括指挥控制系统、预警探测系统、

通信系统、电子战系统和导航系统）。 

 建议关注产业链相关的个股：抚顺特钢（特种钢材）、中国重工（航母、潜艇制造）、北方导航（制导、火控系统）、

航空动力（燃气轮机）、海格通信（通信、导航）等。 

以投入产出模型分析“一带一路”对世界经济的巨大贡献 

分析师：杨斌(0755-82776426)(执业证书编号：S0570513030001) 

事件：中国推新版“马歇尔计划”支持中国经济的走出去战略，设立规模达 400 亿的基金，用于为“一带一路”沿线

各国，以及我国相关西部、东南部省份的基建、能源、金融合作等方面提供融资支持，达到输出国内过剩产能，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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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的国际化及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的战略目标。  

  点评摘要： 

  1、中短期内，“一带一路”有助于消化过剩产能，但对推动本国经济增长效益不大。以投入产出模型计算，1 单

位的基建投资将拉动上游相关产业 1.89 单位的生产扩张，但更重要的是，作为上游产业，1 单位的基建投资可以推动

下游产业 3.05 单位的生产扩张。“一路一带”将对于国内部分行业如钢材、水泥、煤炭等的过剩产能消化，因为虽然 1

单位的投资走了出去，但是 1.89 单位的生产还是源自于国内的。然而在“基建走出去”的情况下，1 单位的基建投资

对下游产业所产生的 3.05 单位的推动效应就完全贡献给了国外，而不是推动本国经济。 

  2、中长期内“一带一路”助力亚太经济一体化，战略意义重大。中国将通过 21 世纪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促进区

域经济的一体化，带动区域间贸易活动的增长和更广泛的区域合作，通过充分利用各经济体的比较优势做到贸易成本

的最小化，从而促进区域间资源的合理配臵。此外，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着眼于能源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意义，对“一

路一带”的投资将带来经济体外延的扩张。同时，此战略有助于我国巨额外汇储备投资方向的多元化。 

  3、与美国马歇尔计划不同，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对世界经济具有更广泛的经济效益。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

不同，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是一种更无偿的“赠予”，对于区域经济的贡献更加显著。美国“马歇尔计划”的主要

资金都用于购买最终产品进行消费，而这些最终产品又多数来自于美国，对于美国经济的拉动效应十分显著。而中国

的“马歇尔计划”采取基建输出的方式，基建投资作为中上游产品，其产生的引致投资、引致消费完全留给了“一路

一带”的沿线地区，因此可以说“一路一带”确实会繁荣一路、富强一带，这是中国赠予地区经济增长的外部效应。 

  4、“一带一路”须循序渐进地展开，并加强危机应对机制。中国的地缘政治十分复杂，并且从中国多年欧洲开发

的经验来看，有必要保持较高的军事水平应对海外投资可能面对的多方困难。对外的基建输出仍应当循序渐进的原则，

在资金的投放上采取“试水”的态度，充分保障投资的回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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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速递  上一交易日行业表现 

 杭州深化金融改革创新 推进区域金融服务中心建设 

 2014 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 11 月 14 日至 16 日在上海

举办 

 李克强：经济和贸易合作可以推动中美两国关系发展  

 李克强：希望美国放松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限制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希望中美能够尽快达成投资协

定 

 河南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 

 山西加快清费立税为煤企减负  

 北京新规：群租房需配火灾探测报警器灭火器   

 河南安居工程万套住房未达标 超 2 万套空臵 1 年  

 中国 C919 订单总数达 430 架 将在 2015 年内首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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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资讯、bloomberg、华泰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 资讯、bloomberg、华泰证券研究所 

 

重点报告 

 
 

方向 报告 评级 分析师 

政策动态 华泰证券-每周政策动态-20141103-20141110  杨斌 

深度专题 从航空展到航母发展  徐彪,姚卫巍 

宏观点评 以投入产出模型分析“一带一路”对世界经济的巨大贡献  杨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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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研报 
 
2014-11-12    

方向 报告 评级 分析师 

政策动态 华泰证券-每周政策动态-20141103-20141110  孙峥 

公 募 基 金 周

报 

工银瑞信金融地产,金融地产行业基金中的优选  胡新辉 

每 日 基 金 资

讯 

每日基金资讯（11 月 12 日）  朱克明 

专 题 投 资 策

略报告 

尚雅 1 期和展博 1 期择时和选股能力分析  胡新辉,李波 

深度专题 从航空展到航母发展  徐彪,姚卫巍 

2014-11-11    

方向 报告 评级 分析师 

理 财 产 品 周

报 

双重利好预期驱动，债基重仓布局债市“慢牛  杨光,胡新辉 

公 募 基 金 周

报 

PMI 低于预期，债市再获基本面支撑  李晶 

基 金 深 度 研

究 

发展初期困境难改行业 ETF 的光明发展前景  楼栋 

每 日 基 金 资

讯 

每日基金资讯（11 月 11 日）  李波 

专 题 研 究 报

告 

从券商 FOF 逐渐边缘化，看公募发展 FOF 的选择  贺栋 

2014-11-10    

方向 报告 评级 分析师 

行业动态 中小市值研究-并购重组动态 141110：福安药业并购天衡药业，抗肿瘤

新领域助力业绩增长 

 程艳,冯伟 

行业动态 钢铁Ⅱ/黑色金属:近期重点关注北方钢厂减产及沪港通影响 增持 陈雳 

A股市场趋势

周报 

有扰动，但不必悲观  刘名斌 ,徐彪 ,江金凤 ,姚卫巍 ,刘

晨明 

宏 观 数 据 点

评 

经济疲软，通缩预期有所加强  俞平康,孙峥 

宏观周报 央妈暗中放水，海外战略成型  杨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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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研究所月度重点股票池（2014 年 11 月）  
 

      

股票名称 股票代码 所属行业 投资评级  EPS_

YA 

EPS_

YE1 

EPS_

YE2 

EPS_

YE3 

组内权重  研究员 

宋城演艺 300144 餐饮旅游 买入  0.55 0.70 0.84 1.04 33.33 薛蓓蓓 

锦江股份 600754 餐饮旅游 增持  0.63 0.65 0.81 0.93 33.33 薛蓓蓓 

众信旅游 002707 餐饮旅游 买入  1.50 2.02 2.60 3.22 33.33 薛蓓蓓 

正泰电器 601877 电力设备与新能源  1.26 1.47 1.69 1.87 33.33 郑丹丹 

东方电气 600875 电力设备与新能源 增持  1.17 0.82 0.99 1.13 33.33 郑丹丹 

智慧能源 600869 电力设备与新能源 买入  0.31 0.41 0.53 0.70 33.33 郑丹丹 

招商地产 000024 房地产 增持  1.51 1.89 2.23 2.75 50 曹光亮 

万科 A 000002 房地产 增持  1.14 1.43 1.83 2.10 50 曹光亮 

国投电力 600886 公用事业 买入  0.49 0.72 0.84 1.03 50 程鹏  

国电电力 600795 公用事业 买入  0.36 0.40 0.40 0.42 50 程鹏  

杭钢股份 600126 黑色金属 中性  0.02 0.08 0.11 0.13 50 陈雳  

河北钢铁 000709 黑色金属 增持  0.01 0.06 0.09 0.13 50 陈雳  

宝通带业 300031 基础化工 增持  0.36 0.53 0.73 0.90 100 赵森  

TCL集团  000100 家用电器 买入  0.22 0.35 0.42 0.49 40 李艳光 

长青集团 002616 家用电器 中性  0.67 0.63 0.79 0.95 60 张洪道 

龙洲股份 002682 交通运输 增持  1.80 0.63 0.70 0.81 100 高梁宇 

一汽轿车 000800 交运设备 买入  0.62 0.55 1.02 1.25 33.33 冯冲  

西泵股份 002536 交运设备      33.33 谢志才 

江淮汽车 600418 交运设备 买入  0.71 0.65 1.21 1.54 33.33 冯冲  

南京银行 601009 银行  买入  1.08 1.27 1.41 1.57 33.33 张帅帅 

交通银行 601328 银行  增持  0.82 0.86 0.91 0.95 33.33 林博程 

北京银行 601169 银行  增持  1.44 1.43 1.53 1.67 33.33 张帅帅 

渤海租赁 000415 非银行金融 增持  0.43 0.69 0.98 1.15 25 陈福  

招商证券 600999 非银行金融 买入  0.43 0.53 0.61 0.73 15 沈娟  

锦龙股份 000712 非银行金融      20 沈娟  

中国平安 601318 非银行金融 买入  3.56 4.19 4.97 5.80 20 陈福  

新华保险 601336 非银行金融 买入  1.42 1.97 2.15 2.37 20 陈福  

天邦股份 002124 农林牧渔      50 李方新 

金宇集团 600201 农林牧渔      50 李方新 

苏宁云商 002024 商业贸易 增持  0.36 0.17 0.04 0.10 100 许世刚 

蓝色光标 300058 传媒  买入  0.00 0.54 0.53 0.83 50 许娟  

皖新传媒 601801 传媒  中性  0.44 0.46 0.50 0.55 50 许娟  

三六五网 300295 计算机软硬件 增持  1.52 1.79 2.19 3.43 33.33 马仁敏 

软控股份 002073 计算机软硬件 增持  0.28 0.31 0.41 0.59 33.33 马仁敏 

梅安森  300275 计算机软硬件 增持  1.04 1.20 1.51 1.99 33.33 马仁敏 

吴通通讯 300292 通信  中性  0.75 0.70 0.97 1.42 20 康志毅 

三维通信 002115 通信  买入  -0.33 0.02 0.30 0.41 80 姜晓山 

福安药业 300194 医药生物 买入  0.15 0.28 0.36 0.44 40 姚艺  

西陇化工 002584 医药生物      30 杨烨辉 

丰原药业 000153 医药生物      30 杨烨辉 

银邦股份 300337 有色金属 买入  0.20 0.21 0.44 0.62 20 陆冰然 

云海金属 002182 有色金属 增持  0.09 0.16 0.28 0.48 20 丁靖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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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万方 000612 有色金属 增持  0.22 0.17 0.49 0.67 60 陆冰然 

北新建材 000786 建材  买入  1.18 1.47 1.78 2.06 16.67 周焕  

长海股份 300196 建材  买入  0.55 0.80 1.05 1.36 16.67 邓云程 

建研集团 002398 建材  买入  0.86 0.90 1.10 1.42 16.67 邓云程 

中材科技 002080 建材  买入  0.32 0.39 0.71 0.94 16.67 周焕  

伟星新材 002372 建材  买入  0.72 0.90 1.09 1.25 16.67 周焕  

东方雨虹 002271 建材  买入  0.55 1.03 1.36 1.74 16.67 周焕  

威海广泰 002111 机械设备 中性  0.29 0.32 0.37 0.44 20 秦瑞  

雪人股份 002639 机械设备 买入  0.43 0.52 0.71 0.85 20 肖群稀 

太阳鸟  300123 机械设备 买入  0.40 0.52 0.70 0.82 20 肖群稀 

聚龙股份 300202 机械设备 买入  0.50 0.92 1.51 2.42 20 秦瑞  

达刚路机 300103 机械设备 增持  0.30 0.32 0.53 0.72 20 秦瑞  

美亚光电 002690 中小市值 增持  0.65 0.82 0.94 1.09 16.67 胡浩峰 

康尼机电 603111 中小市值 中性  0.40 0.52 0.61 0.72 16.67 胡浩峰 

世纪瑞尔 300150 中小市值 增持  0.24 0.35 0.51 0.66 16.67 胡浩峰 

永贵电器 300351 中小市值 增持  0.42 0.63 0.84 1.03 16.67 胡浩峰 

辉煌科技 002296 中小市值 增持  0.32 0.59 0.75 0.86 16.67 胡浩峰 

皖通科技 002331 中小市值 增持  0.33 0.33 0.45 0.58 16.67 胡浩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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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建议的评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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