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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1 月 28 日 

信达地产:金融地产战略发力，上调目标价至 6.6 元 

 

 

市场指数表现  

指数名称  收盘  涨跌% 

上证综指 2630.49 1.00 

沪深 300 2754.49 1.16 

中小盘指 3705.00 0.60 

创业板指 1563.41 0.59 

国债指数 145.34 -0.00  

股指期货表现  

指数名称  收盘  涨跌% 

沪深 300 2754.49 1.16 

IF1412 2754.80 0.64 

IF1501 2761.00 0.59 

IF1503 2774.60 0.37 

IF1506 2781.80 0.32  

大宗原材料    

品种合约  收盘  涨跌% 

阴极铜 47,580.00 -0.11 

铝 13,680.00 -0.33 

天然橡胶 12,655.00 0.08 

白砂糖 4,689.00 -0.21 

黄玉米 2,392.00 0.34     

国际市场指数  

指数  收盘点位  

香港恒生 24004.28 

H 股指 2176.18 

红筹股 2935.67 

日经 225 17248.50 

道琼斯 17827.75 

标普 500 2072.83 

纳斯达克 4787.32 

德国 DAX 9974.87 

法国 CAC 4382.34 

波罗的海 1187.00 

富时 100 8280.51  
数据来源：财汇、华泰证券研究所 

  
 
 【宏观：俞平康，孙峥】央行昨日会议，研究部署于明年 1 月推出存款保险制

度。这显示央行在推进系统性风险规避机制建设，利率市场化将按部就班，存

款利率上限将逐渐放开，银行体系改革将加速，信贷投放将更加市场化。 

 【非银-罗毅、沈娟】光大证券：酣睡中的红色贵族已经醒来，强大的集团资

源将助力公司弯道超车，提升至买入评级。集团改制重组+定增补充资本金+

全新优秀管理层+行业向上发展周期多重推动，实现弯道超车。1.集团股权关

系理顺，新管理层到位，释放成长潜能。集团改制重组和新管理层形成合力。

2.定增提升资本实力，打开业务新空间。定增方案拟募集资金 80 亿元，打开

业务空间。3.资本中介空间广阔，投行资管是亮点，租赁是看点。预计 2015

年净利润 21 亿元，给予 35-40 倍 PE，则未来 6-12 月公司合理价格为 22-25

元，提升至“买入”评级。 

 【房地产-曹光亮、赵翔】信达地产已正式定位为信达唯一地产平台。信达年

近 2000 亿的新增不良资产约 59%与地产相关。 明年主抓金融地 8 产战略落

实，深圳,山西等地实践轻资产扩张。继续买入推荐。  

 

市场数据 今日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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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调评级 
 
 

公司 /行业 评级调整 日期  盈利预测与价格区间  

光大证券(601788) 买入(增持) 20141127 2014/2015/2016EPS 0.39/0.62/0.88 元,TP22~25 元 

嘉欣丝绸(002404) 买入(首次) 20141125 2014/2015/2016EPS 4.86/4.99/5.17 元,TP15~17 元 

长信科技(300088) 买入(首次) 20141124 TP25.06~30.13 元 

南京高科(600064) 买入(首次) 20141121 2014/2015/2016EPS 1.01/1.34/1.77 元,TP20.06~22.06 元 

张江高科(600895) 增持(首次) 20141121 2014/2015/2016EPS 0.27/0.32/0.49 元,TP12.06~13.01 元 

材料和零部件 II 增持(首次) 20141120  

康尼机电(603111) 增持(中性) 20141120 TP~元 

和晶科技(300279) 买入(首次) 20141120 2014/2015/2016EPS 0.20/0.55/0.90 元,TP40.5~31.5 元 

东华软件(002065) 买入(增持) 20141120 TP17~22 元 

强生控股(600662) 买入(首次) 20141119 2014/2015/2016EPS 0.18/0.19/0.22 元,TP8~12 元 

民丰特纸(600235) 买入(中性) 20141118 2014/2015/2016EPS -0.07/0.08/0.24 元,TP6~10 元 

青岛金王(002094) 增持(首次) 20141118 TP~元 

象屿股份(600057) 买入(首次) 20141113 2014/2015/2016EPS 0.40/0.71/0.93 元,TP17.2~17.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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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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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content] 
重点推荐 

信达地产(600657):金融地产战略发力，上调目标价至 6.6元 

分析师：曹光亮 

房地产战略-金融与地产协同发力。公司已经正式定义为中国信达旗下唯一的地产运作平台；中国信达作为四大资管公司

之一，出生即为处臵财政部委托的政策性不良资产，对口建行及国开行，中国信达每年约新增不高于 2000 亿元不良资产，

其中 59%与地产相关；依托信达在不良资产经营以及融资服务领域的优势，公司“金融+地产”的资源协同模式将全面发

力：A、“并购+重整”：附重组条件地产项目收购，实现市场机遇下以问题、不良资产为重点的商业模式，项目梳理完成

后即进行转让，加快资产周转；B、资管业务基金提供流动性；C、结构化复合型投资；D、市场机遇投资。 

轻资产低成本的逆市扩张。附重组条件的地产项目收购，即以支付利息方式规避前期高拿地支出，公司在年中协同大信

达重整嘉粤集团时拉开了此模式的序幕，嘉粤项目中，承债式收购地产达 113 万平，其中广州 2 宗、湛江 4 宗，重组债

务本金总额 22.57 亿元，公司仅需在未来三年每年支付大股东 2.3 亿元利息；公司明年将主抓金融地产战略落实，轻资产

模式预计将在深圳、山西等地全面开花。  

地产基金战略-合作互补、平台联动：地产基金业务的发展为公司战略中的重头，A、合作互补：如夹层基金参与拿地开

发，以发起设立夹层基金并利用杠杆在一线城市战略布局，适当介入一线核心商业物业，为未来资产证券化储备项目，B、

平台联动：公司通过设立投融资等核心部门，借助大股东能力提供融资咨询服务，如项目投资监管、专业咨询、融资协

同。 

继续给予“买入”评级：公司加快去化，储备充足，具备较高的业绩弹性；公司协同大股东，金融地产战略全面发力之

下，我们认为，公司市值 40 亿至 60 亿之间属于估值修复；达到 100 亿元为对公司“金融+地产”协同战略的认可；至

200 亿需要项目支撑下的业绩扩张，战略落实中多项目开花，支撑业绩跨越式发展；至 500 亿则需要全面经理人制度的

建设，公司管控模式的全面升级更替；走一步看一步，短期公司市值目标判断 100 亿元，维持公司“买入”评级。 

风险提示：销售及向集团资源收购低于预期。  

 

 

深度研究 
 
 
  

光大证券(601788):酣睡中醒来的红色贵族 

分析师：陈福(0755-82569146)(执业证书编号：S0570513070006) 

本篇报告与市场的不同观点 1：剖析集团层面改革对公司未来发展的支持，未来集团下的多元协同效应将强化，促进公

司进入发展新阶段。重组后的光大集团股份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持股 67.25%。重组后集团股权和管理

关系更加合理，光大证券作为集团旗下重要证券平台，将充分受益平台效率提升。集团在银行、证券、保险、资管、

基金、期货、租赁等多元金融领域布局，未来多元金融协同将强化。公司新管理层到位后将开启公司发展新起点，集

团改制重组和新管理层形成合力，将充分释放公司新的增长潜能。 

本篇报告与市场的不同观点 2：挖掘公司定增方案对未来公司发展的重要积极意义，当前证券行业正处于补充资本，加

杠杆的发展周期，融资融券、直投、股票质押等资本中介业务需求强劲，公司今年 11 月公布定增方案，拟募集资金 80

亿元，定增提升有效公司资本实力，打开业务新空间。具有雄厚资本实力的券商将在行业新一轮发展周期中实现新跨

域，公司定增方案顺利完成后将提升公司净资本至行业前列，推进业务转型和可持续成长。  

本篇报告与市场的不同观点 3：挖掘公司未来核心业务增长点，公司资本中介空间广阔，投行资管业务优势明显，租赁

是未来新看点。多年积累的丰厚优质客户和企业资源，将推动资本中介、资管和投行业务进入跨越式发展阶段。预计

2015 年将突破 400 亿元。资管形成丰富的业务线和市场品牌，将在资管市场大发展中实现新飞跃。投行打造全业务链，

致力于提供全方位服务，将充分受益于注册制改革。外延布局租赁领域，着力发挥产融结合优势，综合金融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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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 

酣睡中的红色贵族已经醒来，强大的集团资源将助力公司弯道超车，提升至买入评级。从国际投资银行的发展看，在

快速发展阶段可以给予板块相应的成长溢价。当前证券行业处于业务模式创新、监管政策放宽和融资渠道拓宽的大环

境下，将推动券商杠杆水平提升，杠杆提升将带动 ROE 提高，预计未来我国券商 ROE 将维持在 10%-15%，给予行

业相应的估值溢价。公司在集团改制重组、定增补充资本金、全新优秀管理层和行业向上发展周期的多重推动下，将

实现弯道超车，预计 2015 年净利润 21 亿元，给予 35-40 倍 PE，则未来 6-12 月公司合理价格为 22-25 元，提升至“买

入”评级。 

风险提示：新业务发展不如预期，集团支持低于预期。 

房地产开发Ⅱ/房地产:园区地产：无心插柳，柳成荫 

分析师：曹光亮(0755-82493656)(执业证书编号：S0570513070001) 

在我们的报告《寻找下一代地产商》(2014.4.30)中指出从全球经验看，美国式的金融化和香港式的控股集团化是经过

实践检验的地产商转型之路。 

  大陆园区尽管成立之初的目的大多是为政府融资、招商、园区建设，但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大多都无心插柳地走

上了投资平台化的道路。逐渐接近香港式控股集团的模式，为中国地产商在白银时代的继续发展闯出了一条新路。 

  对控股类公司的估值，是行业研究员面临的难题之一。传统地产业的 NAV 估值方法尽管实战中还有缺憾，但毕竟

在理论上是完善的，也得到了投资者的广泛认同，市值对 NAV 的折价成为投资者投资地产股票的重要指标之一。但是，

正在投资平台化的园区类显然不能套用此类指标，当然由于对股权投资相关会计准则的复杂性，也决定了 PE,PB 等其

他行业的估值方式更不靠谱。 

  我们采取的是分业务估值，对园区公司每类投资选择合适的估值方法，计算出每笔投资的公允价值，加总作为园

区公司资产的市场价值。另外，我们将总部虚拟为融资公司，将无法分配的负债作为单独资产进行估值，最终两者相

减得到以公允价值计量的所有者权益。自然我们会得到一个类似于 NAV 折价的指标，即园区类上市公司市值相对于所

有者权益的折价。  

  从我们追踪的多家园区类公司看，市值相对于所有者权益折价较高的有南京高科、张江高科，折价率分别为

-29.85%、-12.64%。 

  结合调研情况，以及对上市公司管理能力、战略清晰度、战略执行力来看，我们首推折价率较高且公司治理水平

较好的南京高科、张江高科；南京高科做大做强医药板块的战略清晰，并已经进入执行层面，同时所持有金融股权日

渐升值为投资者提供了很好的安全边际。张江高科，用租赁物业支持运行成本，用销售物业获取的现金流进行 TMT 领

域 PE、VC 投资的战略也日渐清晰，为股价上涨提供了良好的催化剂。  

  风险提示：园区公司转型成效低于预期。 

嘉欣丝绸(002404):丝绸主业有安全边际，转型新产业市值提升空间大 

分析师：程远(010-63211166-860)(执业证书编号：S0570512070017) 

丝绸行业龙头，主业稳健。公司是我国最大的丝绸产品生产和出口企业之一，欧美中高端市场为主。2013 年销售收入

18 亿元，外贸出口占比 65%。丝绸行业属于纺织业中小众市场，供应链长，工艺复杂。公司积累了成熟配套产业优势，

客户资源稳定且分担风险能力较强，国际时尚服饰品牌客户占比 70%以上，前五大客户 MICHAEL KORS、ITX、绫致、

LEONMA X等占比 25%以上。2009-2013 年，公司收入年均复合增长 5.9%，净利润增长 5.7%，毛利率保持在 20%左

右，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同时，得益于公司 2011 年开始深挖电商渠道，自有品牌国内销售规模快速扩大。目前主要有

家居服品牌“金三塔”（收入占比 70%以上）、中高端女装品牌“玳莎”等，去年整体品牌内销收入 7000 多万元，其

中电商收入 5000 多万，预计今年电商收入 8000 多万元，全年收入 1.2-1.5 亿元左右。我们认为，目前全球丝绸消费

较为稳定，行业的小众性决定了公司主业经营短期向上空间有限，但迎合国内服饰消费升级趋势，预计主业增长稳定

在 5-10%左右。 

 积极推进多元新兴产业战略转型，培育新增长点。目前所投的与茧丝绸市场 B2B 网上平台“金蚕网”和苗木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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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主业关联度高，均处于培育期。小额贷款公司经营稳健，持续贡献稳定收益。近期以 3000 万元通过天堂硅谷参与

财通证券增资扩股。新能源锂电池项目后期有看点。从行业看，新能源电池有望受国家补贴，行业市场空间大，但技

术是壁垒，技术过硬且稳定产品缺乏。标的公司技术研发有一定优势，着力开发高能量密度的产品，错位竞争，骨干

成员均有锂电池研究制造经验。目前正处于从试用型变成生产型企业转折期，产能满产产值 2 亿元以上。另外，标的

第一大股东同时控股上游电池材料瓦力公司（镍钴锰三元材料为主），在锂电池产业链配套上更好支撑。今年受到资金

（新厂区固定投入较大，国内汽车厂商客户账期较长，垫资压力）和搬迁（生产线搬迁+新设备安装调试+产能扩建完

善等）影响，产能尚未释放，预计收入 2000 万左右，明年产能有望逐渐释放兑现收入。公司目前以参股形式投入，后

期效益符合预期不排除会扩大投资，培养为公司第二主业。公司多元化风格整体稳健，风险可控。从资金方面看，公

司账面现金充裕，截止 2014 年三季度，公司货币资金有 1.5 亿元，同时资产负债率保持在 30%左右的较低水平，同

时也可充分利用资本平台融资优势。 

 投资建议：我们预计公司 14-16 年 EPS 分别为 0.34、0.42 和 0.46 元，目前股价 12 元对应 14 年 EPS 估值 35

倍，市值 31 亿元。从市值角度看，参考纺织制造板块 18 倍估值，作为 A股稀缺性丝绸标的，我们认为主业可估值 20

倍，市值 20 亿元，闲臵资产拆迁变现收入 4 亿元左右是可预期增值市值。公司转型多元产业决心较强，已投新能源、

小贷公司和券商资产项目看点颇多，不排除后期持续参与其他产业投资，未来新业务市值向上空间大。首次覆盖我们

给予公司“买入”评级，未来 6 个月目标价 15-17 元，对应市值 39-44.2 亿元。 

 风险提示：出口不景气；汇率大幅波动；对外投资效益低于预期；大股东解禁。 
    

 

最新覆盖 

  

长信科技(300088):台风口的汽车电子先驱 

分析师：周毅(0755-23950493)(执业证书编号：S0570513010001) 

9/16 日我们在 60 页报告《汽车电子：台风口的机遇》中首推长信科技，现重申“买入”，原因：1）压制股价的重要

因素小非减持已结束；2）过去一年触摸屏行业淘汰了一批低端产能，公司作为行业龙头，原有业务将稳定向好；3）

汽车中控屏是一片蓝海市场，公司是国内的行业先驱，15 年将贡献实实在在收益；4）公司当前估值有安全性，未来

切入高利润的汽车中控屏，估值有弹性。 

在新能源车的引领下，汽车将由当前的功能汽车向智能汽车演进，汽车电子是台风口的投资机遇。我们认为，当前功

能车将将经过三个阶段的汽车智能化过程：单车智能化、车联网、无人驾驶时代。汽车电子占车总成本比重从 10% -20%

区间，有望提升比重至 45%甚至更高，汽车电子是台风口袋投资机遇。 

汽车中控屏是汽车智能化过程中投资皇冠上的明珠，15 年是中控大屏爆发元年。我们认为，汽车智能化的前提是安装

中控触控大屏，并且此屏是继手机、平板、PC、电视之后的第 5 屏，是移动互联网高价值大入口！以 Tesla 为代表的

行业颠覆力量，将迫使传统企业快速跟进，  2015 年成为汽车中控大屏爆发元年，未来 5 年，将是汽车中控大屏快速

提升渗透率的 5 年，投资机遇千载难逢。汽车中控触屏行业门槛高竞争少，预计获利能力将是消费电子的 2~3 倍。 

长信科技是国内汽车中控屏的先驱。1）公司技术产品优异：打入过苹果供应链；2）切入汽车中控屏时间最久，超过

一年的多个著名整车厂商送样认证，并且当前项目进展顺利；3）公司切入高端品牌后，打入中端品牌将顺理成章，市

场空间巨大；4）公司高管近期使用现金大规模增持公司股票，彰显对公司的发展信心；5）估值当前有安全性、未来

有弹性！ 

盈利预测：我们预计 201 公司 4~2016 年收入分别为 16.21 亿元、21.48 亿元、27.60 亿元， EPS 分别为 0.55 元、0.72

元、1.02 元，对应当前股价 PE 为 34X、26X、19X，估值安全，汽车中控屏蓝海市场爆发在即，将带来估值弹性，重

申 “买入”评级！ 

风险提示：公司汽车项目推进不达预期、企业经营风险、行业风险、宏观经济风险; 

南京高科(600064):有的放矢，稳健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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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曹光亮(0755-82493656)(执业证书编号：S0570513070001) 

存量加速去化，业务加快转型。11 月初公司接到控股股东的《告知函》，要求逐步退出一般商品房及工程建设的文件精

神（国资退房政策目前仍只局限于南京市政府）；具体来说，对于公司市政业务，明年 6 月基本退出，业务当前净利润

占比 10%，影响有限；对于开发业务，目前看来仅仅是要求加快房地产项目销售，对短期拿地会有影响，但是，并没

有量化的销售节奏要求或者明确的截止时间点；南京高科的现有项目为高科荣境（80 万平，已售约 15 万方）与高科

荣域（大半已售），合计未售 80 万方，计划年去化 20 万方，高科荣境作为未来销售主力，含全学区，区域认可度高，

售价可达 17000-18000 元/平；此外，公司另有代建及在建保障房 80 万平，公司整体地产开发业务可有 3~4 年缓冲期，

待时在看政策变化；虽然退房要求带有行政指令，但也使得公司加快业务转型，提早布局未来。 

有的放矢，开拓大健康领域及股权投资。从内生角度看，当前公司的战略是加大对医药产业及股权投资业务的投资比

重，公司决定向这两个方向转移，缘于公司已早对相关领域业务进行了开拓，并且已经取得成绩，有股权投资基因，

因为熟悉而更有把握；如公司医药投资板块的臣功制约，当前已有 300 人生产加 300 人销售团队，其销售网络基本覆

盖全国，公司对健康保健市场已有较好了解。  

趁国资改革之势，市场化加大激励。转型离不开改革，而改革的重头即为员工的激励机制；对于公司当前业务板块，

虽然高管激励受到国资相关限制，公司子公司层面的员工薪酬已经开始市场化摸索，地产业务板块的部分员工薪酬甚

至高于高管，市政业务实施承包制；公司未来的转型方向（医药及股权投资板块）十分依赖人才的支持，公司在员工

激励方面的积极探索，及国资改革大环境下的红利释放，有望助力公司相关激励措施的进展。  

给予公司“买入”评级。南京高科做大做强医药板块的战略清晰，并已经进入执行层面，我们判断，公司大健康战略

的实施效果将超过市场预期，同时所持有金融股权为投资者提供了很好的安全边际；预计 2014-2016 年净利润增速分

别为 33.64%、33.20%、32.84%，对应 EPS 分别为 1.01、1.34、1.77，给予公司“买入”评级。  

风险提示：公司业务转型成效低于预期。 

张江高科(600895):战略调整，产业运营商再出发 

分析师：曹光亮(0755-82493656)(执业证书编号：S0570513070001) 

“地产+服务+投资”相辅相成。伴随管理层的调整变更，公司在新战略中加大投资占公司运营中的比重，要求员工具

备投行思维，服务好园区企业，且未来将积极对园区内部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完善的产业链、高规格的产业布局一直

是奠定张江高新技术园区产业地位的基础，也是实现园区物业及土地的升值的支撑；一方面，投资是前端业务的延生，

凭借产业链的理解和运作，公司已积累丰富产业链经验，依靠该优势扩大投资，将更充分释放公司作为产业服务商的

潜力；另一方面，类政府职能的园区服务（含孵化器）能够解决众多中小企业的后顾之忧，也进一步提升园区的综合

竞争力。 

投资策略调整，更直接的拥抱产业。投资方法上，由先前侧重投资 FOF（以基金为投资标的）的方式，转向重视直投；

独立运作的投资基金无法与公司掌握的资源形成无缝的对接，会产生效率和优势的损失，直投更能依托园区和产业链

优势，集中力量投大优势项目；过去几年，张江高科的 FOF 投资鲜有丰厚的回报，流失了较大的资金时间价值；新三

板及未来的注册制已经预示我国资本市场将会是多层次的格局，股票上市一夜暴富的 PE投资将会是过去时，未来投资

的重点是项目和时机，因此，采取多种灵活方式进行投资，才能最大程度拥抱未来的产业升级和资本市场转型；当前

公司的战略乘时趁时，资金收益效率有望进一步提升。 

资源优势显著，聚焦医药、集成电路、文化和新材料。经过 20 年的开发，园区构筑了生物医药创新链和集成电路产业

链的框架；其中，医药生物和集成电路已经成为园区主导产业，也是我国产业链升级中较有前景的行业；定位于金融、

贸易及航运中心的上海，在高科技方面一直缺乏竞争力，未来政府依托其经济中心的地位、本地丰富的科研和高校资

源，在医药生物和集成电路方面有望投入更多资源，对公司具有长远利好作用。 

维持公司“增持”评级。伴随张江高科用租赁物业支持运行成本，用销售物业获取的现金流进行 TMT领域 PE、VC 投

资的战略运行渐入良好阶段，上海国资改革的后续推进有望带来公司在人才引进及激励机制方面的突破，此外，公司

投资策略的调整也将提升资金效益，维持公司“增持”评级。 

风险提示：公司业务转型成效低于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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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速递  上一交易日行业表现 

 民营银行筹建紧锣密鼓 最快可年底开业 

 央行与香港金管局续签货币互换协议 

 节能装备产业 7500 亿市场将启 

 根除科研经费腐败须扎紧制度篱笆 

 央行已基本退出常态化市场干预  

 多部委将协调出台存款保险制度  

 党政干部办公用房新标准出台 

 居民养老金省际差距最高达 10 倍 

 京津冀税收一体化框架渐成 纳税信息将互联互通 

 环保违规项目清理时间表确定 

 

 

-3 -2 -1 0 1 2

信息设备

金融服务

机械设备

交运设备

信息服务

建筑建材

家用电器

休闲服务

食品饮料

公用事业

交通运输

电子

化工

有色金属

医药生物

钢铁

房地产

采掘

轻工制造

纺织服装

商业贸易

沪深300

综合

农林牧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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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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动态 通信设备制造Ⅱ/通信:持续看好网优行业复苏 增持 姜晓山,孔晓明 

行业动态 汽车整车Ⅱ/交运设备:充电设施建设奖励指导文件出台，重在

新能源汽车的推广 

增持 谢志才,郑丹丹,姚宏光,冯

冲 

深度研究 房地产开发Ⅱ/房地产:园区地产：无心插柳，柳成荫 增持 曹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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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研报 
 
2014-11-28    

方向 报告 评级 分析师 

公司调研 信达地产(600657):金融地产战略发力，上调目标价至 6.6 元 买入 曹光亮,赵翔 

2014-11-27    

方向 报告 评级 分析师 

深度研究 光大证券(601788):酣睡中醒来的红色贵族 买入 陈福,罗毅,沈娟,王继林 

行业动态 通信设备制造Ⅱ/通信:持续看好网优行业复苏 增持 姜晓山,孔晓明 

2014-11-26    

方向 报告 评级 分析师 

行业动态 汽车整车Ⅱ/交运设备:充电设施建设奖励指导文件出台，重在

新能源汽车的推广 

增持 谢志才,郑丹丹,姚宏光,冯

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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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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陈雳  

河北钢铁 000709 黑色金属  增持  0.01 0.06 0.09 0.13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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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7 0.79 0.84 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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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5 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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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1 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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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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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产品研究/研究所晨报 |2014 年 11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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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11

 

华泰证券研究所 
 
张洪道 电话:025-83290887 

 职业资格证书:S0570510120030 

程鹏  电话:025-83290916 

 职业资格证书:S0570510120044 

马仁敏 电话:025-83290929 

 职业资格证书:S0570510120059 

程艳  电话:025-83290940 

 职业资格证书:S0570511050001 

纪石  电话:021-28972082 

 职业资格证书:S0570511050002 

丁靖斐 电话:021-28972077 

 职业资格证书:S0570512060003 

朱丽丽 电话:021-28972083 

 职业资格证书:S0570512050001 

秦瑞  电话:021-28972086 

 职业资格证书:S0570512070077 

许世刚 电话:025-51863261 

 职业资格证书:S0570512080004 

高梁宇 电话:025-51863228 

 职业资格证书:S0570512080010 

李方新 电话:025-51863255 

 职业资格证书:S0570512070078 

张一帆 电话:025-51863342 

 职业资格证书:S0570513070002 

陈羽锋 电话:025-51863359 

 职业资格证书:S0570513090004 

李艳光 电话:025-51863360 

 职业资格证书:S0570513090006 

冯剑豪 电话:025-51863304 

 职业资格证书:S0570513090005 

曹光亮 电话:0755-82493656 

 职业资格证书:S0570513070001 

徐彪  电话:021-28972099 

 职业资格证书:S0570513110003 

刘名斌 电话:021-28972080 

 职业资格证书:S0570513120001 

沈娟  电话:0755-23952763 

 职业资格证书:S0570514040002 

张立聪 电话:0755-82776409 

 职业资格证书:S0570514040003 

罗毅  电话:0755-23952862 

 职业资格证书:S0570514060001 

杨烨辉 电话:0755-23952805 

 职业资格证书:S0570514060002 

张晶  电话:0755-82492011 

 职业资格证书:S0570512070064 

周焕  电话:0755-82492072 

 职业资格证书:S0570512070003 

鱼晋华 电话:0755-82492232 

 职业资格证书:S0570512070058 

姚宏光 电话:0755-82492723 

 职业资格证书:S0570512070002 

邓云程 电话:0755-82492080 

 职业资格证书:S0570512070015 

王茜  电话:0755-82364392 

 职业资格证书:S0570512070054 

刘晓  电话:0755-82364269 

 职业资格证书:S0570512070024 

冯伟  电话:0755-82364467 

 职业资格证书:S0570512070012 

赵森  电话:0755-82368536 

 职业资格证书:S0570512070066 

陈雳  电话:010-63211166 

 职业资格证书:S0570512070041 

姚卫巍 电话:021-28972097 

 职业资格证书:S0570512070033 

孔晓明 电话:021-28972069 

 职业资格证书:S0570512070068 

谢志才 电话:0755-82492295 

 职业资格证书:S0570512070062 

陆冰然 电话:0755-23805914 

 职业资格证书:S0570512080001 

杨斌  电话:0755-82776426 

 职业资格证书:S0570513030001 

周毅  电话:0755-23950493 

 职业资格证书:S0570513010001 

陈福  电话:0755-82569146 

 职业资格证书:S0570513070006 

冯冲  电话:010-63134080 

 职业资格证书:S0570512070069 

程远  电话:010-63211166-860 

 职业资格证书:S0570512070017 

郑丹丹 电话:021-28972087 

 职业资格证书:S0570513070004 

江金凤 电话:0755-82492280 

 职业资格证书:S0570513080005 

姜晓山 电话:021-28972070 

 职业资格证书:S0570514040001 

薛蓓蓓 电话:021-28972078 

 职业资格证书:S0570512070039 

姚艺  电话:0755-82125057 

 职业资格证书:S0570513070008 

许娟  电话:0755-82125086 

 职业资格证书:S0570513070010 

赵媛  电话:021-28972092 

 职业资格证书:S0570512070067 

康志毅 电话:010-63211166-877 

 职业资格证书:S0570512070023 

胡浩峰 电话:021-28972085 

 职业资格证书:S0570514010004 

肖群稀 电话:0755-82492802 

 职业资格证书:S057051207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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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涨跌幅为基准； 

－投资建议的评级标准 

 

－报告发布日后的 6 个月内的公司涨跌幅相对同期的沪深 300 指

数的涨跌幅为基准； 

－投资建议的评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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