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研究报告仅通过邮件提供给 申银万国（香港）有限公司 WH Mak(wh.mak@sywg.com.hk) 使用。1

kuxsmi:13491kuxe
 

行
业
及
产
业 

  

  

行
业
研
究/

行
业
点
评 

  

 
 

证
券
研
究
报
告 

非银金融/证券 

 

 

2014 年 11月 26日 

券商股第二波行情的思考：格局一旦形

成很难改变 

 

 
 

看好 
 

 券商股第二波行情是由市场和情绪格局所决定。当前从格局上人人盼大牛

市，而从实际操作中又缺乏好的龙头品种下，从心里又担心错过大牛市，

券商股无论在 ROE增长、政策以及牛市受益性方面均具有很强的优势。即

使事后看，不是大牛市，在此矛盾而交错纠结的格局下，券商股也会有第

二波行情。 

 大券商当前的估值仍然具有很强的支撑。从绝对来看，当前大券商中信、

海通的 PB 估值分别为 1.95 和 1.98 倍，对于未来 15%的 ROE 仍具有支撑

（15%ROE，6%股东必要回报率合理 PB 在 2.2-2.5 倍）；从相对来看，中

信证券当前的估值为 1.9 倍 PB，2013 年初最高时估值为 2 倍，而上证指

数已突破前期高点 5%；券商指数突破前期高点 20%。 

 热点过快切换更显出券商的优势。降息直接大幅受益的行业并不多，只是

强化了市场的牛市预期，第一天保险、地产等行业的大涨；而第二天创业

板大涨 2.26%，第一天大涨的品种涨幅微弱，市场热点过快切换表明其他

行业或板块仍有这样那样的不完美，券商集万千利好于一身的优势特点更

加显现，保证了第二波格局行情的延续。 

 格局一旦形成，很难打破。当前券商股在各种情绪交错情形下的格局已经

形成，该市场大格局一旦形成，很难打破。除非券商股估值小幅疯狂，超

涨之后才能将其万千利好的龙头位置让渡出新的市场龙头。 

 从市场格局来看，第二波行情至少还有 20%。首先，从上述估值来看，还

有 20%以上的空间大券商才进入相对疯狂；其次，从市场来看，龙头板块

的龙头股票至少翻一倍，此次龙头为光大证券翻一倍；最后，从股价来看，

大券商中信、海通、华泰、光大、招商和广发股价还没有一个突破 20元。 

 继续推荐大券商发力。三条主线：（1）增发后摊薄估值，而募集资金又

很快提升 ROE的品种光大、华泰和广发，招商于今年募集资金，估值也较

便宜；（2）大券商中信、海通估值便宜，受益改革；（3）明年国企改革

可能是个很大的主题方向，推荐估值便宜且有国企改革预期的国元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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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证券行业主要公司估值比较 

简称 股票代码 所属行业 评级 股价 
EPS PE 

PB 
13A 14E 15E 13A 14E 15E 

中信证券 600030.SH 证券Ⅱ 增持 16.46  0.48 0.70  0.73 34  24  23  1.96 

海通证券 600837.SH 证券Ⅱ 买入 13.56  0.42 0.70  0.88 32  19  15  1.98 

广发证券 000776.SZ 证券Ⅱ 增持 15.69  0.48 0.68  0.8 33  23  20  2.51 

华泰证券 601688.SH 证券Ⅱ 买入 12.66  0.39 0.61  0.75 32  21  17  1.86 

光大证券 601788.SH 证券Ⅱ 买入 15.51  0.06 0.35  0.48 259  44  32  2.17 

招商证券 600999.SH 证券Ⅱ 增持 16.60  0.48 0.60  0.72 35  28  23  2.45 

长江证券 000783.SZ 证券Ⅱ 买入 8.95  0.42 0.50  0.55  21  18  16  3.17 

东吴证券 601555.SH 证券Ⅱ 增持 15.87  0.19 0.25  0.29  84  63  55  3.14 

国金证券 600109.SH 证券Ⅱ 买入 15.89  0.25 0.36  0.40  65  44  39  5.36 

资料来源：申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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