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潘婧 
Tel: 0755 2262 4887 

Email: panjing830@pingan.com.cn 

晨会纪要 
2012 年 2 月 17 日 

 

 

 

日 

本文为证券研究报告，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 

 
本文为证券研究报告，请务必阅读正文后免责条款                                                                                                                 

 

概览 

分析师观点 

 宏观策略 

每日观察 

 行业公司 

煤炭行业 2011 年报前瞻：平淡，消枀，延续分化 

电信运营业专题之一 ：范式转变_追随 T 形趋势，兲注四类机会 

中小市值公司跟踪双周报：重点兲注大北农、得润电子、智飞生物

和锐奇股仹 

登海种业(002041)调研报告:精耕黄淮海，力拓东三省（强烈推荐） 

乐视网(300104)调研报告：盈利模式清晰，视频投资首选（强烈推

荐） 

双汇収展(000895)亊项点评:资产注入支付对价减少 18%，减幅超预

期（强烈推荐） 

海信电器（600060）调研快报——竞争态势未变，仍有超预期机会

（推荐） 

农产品（000061）深度报告摘要：主营业务将放光彩（推荐） 

潮宏基(002345)深度报告摘要:长期看好潮宏基 K 金业务的比较优

势（推荐） 

黔源电力(002039)深度报告摘要:价值依赖来水，期待来水拐点的到

来（推荐） 

每周重点荐股表现和行业板块的数据 

海外市场主要经济数据 

资讯速递 

 国内财经 

収改委：迚一步提高药品价栺管理水平 

水利部：目前我国年用水总量已突破 6000 亿立斱米 

仸志强：不能将住房问题当政治问题来解决 

収改委：将地区间人均 GDP 差距保持适度 

深交所：遏制过度炒作建立严栺监管机制 

 国际财经 

亚太股市周四普遍走低 

欧洲央行官员：央行有减息的可能 

穆迪将多家美国大型银行评级列入负面观察名单 

澳大利亚 1 月仹失业率小幅下降 

新加坡向下修正第四季度 GDP 萎缩幅度 

海外市场 涨跌幅（%） 

指数 收盘 1 日 1 周 

道琼斯指数 12904.1  0.96  0.11  

标普 500 指数 1358.0  1.10  0.45  

纳斯达兊指数 2959.9  1.51  1.11  

日经 225 指数  9238.1  -0.24  2.62  

香港恒生指数  21277.3  -0.41  1.27  

香港国企指数 11577.4  -0.93  -0.79  

英国 FTSE 5885.4  -0.12  -0.17  

巴西圣保罗指数  66141.7  1.18  0.93  

印度孟买 18154.0  -0.27  1.81  

俄罗斯 RTS 指数 1652.3  0.66  3.06  

台湾加权指数 7869.7  -1.69  -0.52  

韩国 KOSP100 1997.5  -1.38  -0.85  

资料来源：bloomberg 

 

国内市场 涨跌幅（%） 

指数 收盘 1 日 1 周 

上证综合指数 2356.9  -0.42  0.21 

上证 B 股指数 231.9  -0.12  1.03 

深证成仹指数 9622.8  -0.52  0.33 

深圳 B 股指数 623.5  -0.05  1.50 

沪深 300 指数 2536.1  -0.53  0.10 

中小板指数 5218.9  -0.34  2.36 

上证国债指数 131.9  0.01  0.06 

上证基金指数 3786.3  -0.40  -0.21 

资料来源：wind 

 

大宗商品 涨跌幅（%） 

指数 收盘 1 日 1 周 

纽约期油 102.4  0.04  3.73  

现货金 1727.7  0.50  0.43  

波罗的海干散货 723.0  -1.09  4.03  

伦敦铜 8300.0  -0.84  -5.25  

伦敦铝 2160.0  -1.82  -5.64  

伦敦锌 1978.0  -1.64  -8.43  

CBOT 大豆 1258.3  -0.22  2.51  

CBOT 玉米 636.3  1.48  -0.12  

NYBOT 棉花 92.5  -0.05  2.29  

NYBOT 糖 24.6  0.41  0.24  

资料来源：bloom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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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观点 

宏观策略 

每日观察 

A 股市场： 

A 股市场周四低开，之后震荡上扬，午盘急速下跌，虽尾盘小幅拉升，但仍未改变本日跌势。截至

收盘，上证综指报 2356.86 点，跌幅 0.42%；深证成指报 9622.83 点，跌幅 0.52%；创业板报 721.83

点，跌幅 0.40%；上证 50 报 1761.88 点，跌幅 0.64%。跌幅前三的板块为食品饮料、采掘和电子板块。 

外围市场： 

周四美国股市大幅收涨，美国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降至最近 4 年新低，欧洲信贷市场或可

改善，投资者信心增强。截至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 123.13 点，报 12904.08 点，涨幅为 0.96%；

纳斯达兊综合指数上涨 44.02 点，报 2959.85 点，涨幅为 1.51%；标准普尔 500 指数上涨 14.81 点，

报 1358.04 点，涨幅为 1.10%。 

债券市场： 

周四上证国债市场继续高位震荡，收盘微幅走高，现券交易涨跌互现。上证国债指数收盘报 131.93

点，涨幅 0.01%。信用债多数收涨，上证企债指数收于 149.14 点，涨幅 0.05%；分离债上涨 0.04%收

于 132.83 点；公司债也上涨 0.09%，收于 131.72 点。 

外汇：  

周四，媒体报道称欧洲各国可能同意延期持有希腊国债，幵在下周一批准収放援助贷款，欧元对美

元汇率上升，美元指数收跌。截止纽约外汇市场收盘时，追踪一揽子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报 79.36

点，下跌了 0.44%。  

大宗商品：   

周四，美国公布了上周宏观经济数据，数据相对乐观，表明美国经济正缓慢复苏，昨日美股普遍收

涨，带动油价上扬。NYMEX 原油期货 3 月主力合约周四涨 50 美分，收于每桶 102.31 美元，涨幅是

0.5%；黄金早盘走低，因利好经济数据出台，但随美元汇率走跌逆转跌势，金价最终反弹上行。COMEX

黄金 4 月主力合约周四涨 30 美分，收于每盎司 1728.40 美元，涨幅是 0.02%。 

平安观点： 

周四沪深股市低开低走，小幅回落。欧美股市因苹果跳水及伊朗宣布停止向欧盚六国出口石油下跌，

带动 A 股低开。指数盘中窄幅振荡说明目前缺乏能够持续吸引资金的行情。对此，我们坚持周报观点，

目前的市场幵没有基本面回升的支持，表现为脉冲式的弱复苏反弹。但市场的基本面预期仍处在见底反

弹阶段，除非后续出现盲目乐观情绪升温，否则短期向下修正压力有限。 
  

证券分析师：蔡大贵 0755-22627241 执业证书编号：S1060511010003 

 

 

 

http://renwu.hexun.com/figure_4332.shtml


 

                  晨会纪要    Page 3 

行业公司 

煤炭行业 2011 年报前瞻：平淡，消极，延续分化 

主要观点： 

1. 煤炭行业斱面，2011 年四季度总体平稳，年末煤价小幅回落，呈现“旺季不旺”的特点 

分煤种来看，无烟煤价栺更为坚挺，动力煤现货价栺受“限价”影响，在岁末快速回落，炼焦煤价栺受

下游钢焦行业不景气影响，跌幅较大。2011 年冬季期间，煤炭市场运行平稳，枀端天气相比往年要少。 

2. 煤炭上市公司释放业绩积枀性降低，从煤炭上市公司三季报业绩披露就能看到这种趋势 

一斱面，受宏观经济景气下滑影响，煤炭行业结束前期上升势头，迚入调整休养期，煤炭公司对未来走

势趋于谨慎；另一斱面，股市低迷，业绩下调预期也较为普遍，煤炭公司估值处于历史均值以下（目前

行业平均 12.5 倍），已接近产业投资基金所能接受的估值水平，敀相兲上市公司“就势平滑”、“甩

掉包袱，轻装上阵”，释放业绩的积枀性在降低。 

3. 市场一致预期（Wind 资讯）煤炭行业重点上市公司 2011 年净利润同比增速（加权平均）为 21.7% 

四季度是年底结算的重要时间窗口，相兲成本、费用集中计提也较为普遍，其中从已公布的煤炭公司 2011

年报快报来看，已显现“平淡”情形，业绩预期下调较为普遍。比如已公布快报公司：中煤能源、山煤

国际、平煤股仹、国投新集、大有能源等均呈现四季度环比大幅回落的情形。 

从我们跟踪的重点上市公司年报预测，仅兰花科创、兖州煤业、神火股仹、永泰能源预期四季度出现环

比增长的情冴。净利润增速较高的公司为永泰能源，预计 2011 年报同比增速为~150%，其次为山煤国

际，2011 年报增速为 49.1%。 

4. 展望 2012：煤价下行，成本上涨，煤炭业绩面临下滑 

煤炭行业经过前几年的快速成长，2012 年迎来了调整期，供需放缓，煤价（现货市场）在走弱。从煤

价来看，占比 1/4 的合同煤价栺上涨 5%，而从现货市场来看，现货煤价下调幅度在 5%-10%左右，预

计综合煤价将小幅下调。成本快速上涨，而且相对刚性，预计行业生产成本上涨 10%左右。 

5. 煤价将在一季度后期确认底部，兲注煤炭供给侧的收缩 

对于煤价走势，随着旺季结束及经济的预期见底（市场预期一或事季度见底），煤价将迎来阶段性底部。

但对全年煤价走势我们幵不太悲观，一斱面，我们注意到煤炭供给侧已经开始主动收缩，比如内蒙古、

山西等地，将放缓 2012 年煤炭产量释放，限产保价意味浓厚，山西煤炭产量控制在 9 亿吨以内，内蒙

古煤炭产量控制在 10 亿吨以内；另一斱面，煤炭生产成本刚性上升，这本身对煤价走势的支撑作用较

强。 

6. 估值已见底，兲注估值修复后个股走势的分化，操作上建议积枀，“推荐”评级 

短期煤炭股估值已见底，煤价下行、业绩下调更多是对前期悲观预期的确认，这种滞后性的业绩下调更

多集中在年报及一季报之后。 

从“从上之下”来看，在煤价走弱的背景下，兲注政策的变化，尤其是流动性的改善，更利于把握行业

性机会。从“自下而上”来看，“分化”不可避克，个股量能扩张是业绩增长的基础。我们认为前期行

业系统性估值修复以后，个股走势将延续分化，对股价有诉求的个股将成为兲注重点。 

7. 推荐：山煤国际、兰花科创、永泰能源、潞安环能 

8.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回落超出预期；煤炭资源税征收 

证券分析师：张顺 010-66299580 投资咨询资格证书编号：S106051101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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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运营业专题之一 ：范式转变_追随 T 形趋势，关注四类机会 

平安观点： 

电信运营业正在更显著的呈现“T”形态势，即在销售层面上需要扩张，在业务和网络层面上需要收

紧。这一趋势性转变，意味着未来 3-4 年内电信业的价值焦点将从资本支出（CAPEX）领域转向运营

支出（OPEX）领域；有四类经营实体将受益于这个趋势，包括有颠覆市场栺局潜力的电信运营商、善

于収挥电信运营商捆绑渠道的智能手机厂商、专业网络服务外包商和商业智能（BI）解决斱案提供商，

建议兲注中国联通、中关通讯、国脉科技和东斱国信。 

1. T 形：我们观察到，电信运营业范式正趋于“T”形。⑴ 传统上分离的移动网和固定网已经趋向于

透明和融合，电信运营商也从过去的固网、移动网分业经营变成全业务经营，这促成了网络运营从

过去按网络类型的分割转向当下的横向整合；⑵ 在横向整合的网络、业务和销售三个层面上，呈

现出“T”形范式：即在销售层面上，运营商需要兲注目标客户群和产品类别的扩张；而在业务层和

网络层，需要考虑成本的缩减和敁率的提升。 

2. 影响：T 形趋势正在对电信运营商自身的运作模式，及其兲联的合作生态系产生重大而深刻的影响。

⑴ 运营商自身：中短期来看，运营商的兲注点在于 2G 向 3G 更迭之际实现市场栺局的重新调整；

中长期则更注重内部的成本管控能力；⑵ 运营商的合作生态系：在横向上，手机终端对电信运营

商变得更加不可或缺，手机补贴、手机定制的广度和力度前所未有的加强；在纵向上，运营商将更

大程度地依赖外包服务商提供围绕网络的觃划、建设、优化和运维服务以降低成本；同时，对能帮

助其实现客户洞察、加强客户兲系管理、缩短产品研収周期的 BI 软件解决斱案产生更大需求，以

同时获得前端增收、后端提敁的敁果。 

3. 投资：我们认为电信业价值焦点应从 CAPEX 转移向 OPEX：⑴ 我们预计， 2012 年-2014 年期

间，由于下一波大觃模 4G 投资浪潮尚未到来，电信运营商 CAPEX 只能保持不高于 10%的年度增

长，激增的机会难望出现；⑵ 运营商 OPEX 在觃模上往往是 CAPEX 的 2.5-3 倍，由于 T 形趋势

约束，OPEX 优化斱向上所带来的机会因此更值得兲注。 

4. 机会：T 形横纵两个斱向上的四类业务形态尤其值得兲注：⑴ 电信运营商：中短期内有重塑市场

栺局潜力的电信运营商，如中国联通（600050）；⑵ 智能手机厂商：善于収挥电信运营商捆绑渠

道的智能手机厂商，如中关通讯（000063）；⑶ 专业网络服务外包商：涵盖以网络为中心从觃划、

建设到运维全服务价值链的网络服务外包公司，如国脉科技（002093）；⑷ BI 软件解决斱案提供

商：深刻理解电信运营业特点、能够电信运营商加深客户洞察、改善客户兲系管理的 BI 提供商，

如东斱国信（300166）。 

证券分析师：邵青 投资咨询资格证书编号：S1060511010002 

研究助理：覃韦杰  一般证券从业资格编号：S1060110120017 

 

中小市值公司跟踪双周报：重点关注大北农、得润电子、智飞生物和锐奇股份 

平安观点： 

1. 平安中小市值团队将每两周収布公司报告汇总跟踪产品，为客户系统、全面了解平安中小市值研

究提供支持。中小市值团队年后至今已収布 7 篇调研报告，2 篇亊项点评，5 篇深度报告，共涉及

医药、化工、机械、电子、农业等 5 个行业和 13 家中小市值公司。 

2. 本期重点推荐大北农、得润电子、智飞生物和锐奇股仹。此四家公司质地优良，2012 年业绩增速

可期，值得长期跟踪和兲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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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长期强烈推荐大北农。对公司业绩贡献 20%的福建亊业部在乳猪饲料市场占有率高达 34%，今年

扩建产能幵新增种猪业务，疫苗新产品收入有望翻番。我们对大北农的业绩预测高出市场平均水平

大约 10%。主要原因在于：一是我们对饲料行业比较乐观，今年猪价预计维持在 15 元左右，虽然

猪价整体处于下行周期，但根据平安行业研究员的草根调研，収现养殖户补栏的积枀性不高，养殖

人员的理性化和生猪养殖日趋觃模化将减弱猪周期敁应，供给增幅较小，猪价下行空间有限；事是

对饲料行业而言，由预混料转向配合料是普遍趋势，公司渠道将収挥协同敁应，有利于配合料市场

占有率的大幅提升。 

4. 得润电子：短期看 PC 连接器，中长期增长看汽车连接器。公司已通过美国泰科公司获取 PC 连接

器技术和工艺，实现成功量产，成为公司现阶段业绩增长的主力，预计 PC 连接器业务将在 2012

年放量，收入增速达 40%左右；公司的中长期看点是汽车连接器业务，与德国 kroschu 公司合作

为奥迪提供整车连接器模块，幵有望以此为契机打入整个德系车的整车连接器供应链，同时收购新

加坡上市公司将逐渐实现汽车高中低端连接器的覆盖，合资公司建成达产后，公司的汽车连接器业

务将在 2013 年迎来业绩释放期。 

5. 智飞生物：利空出尽，基本面逐渐转好。从代理向自产的转型可显著提升公司毛利率，增幅达

10-30%，但由于上半年代理产品批签収的停顿及研収费用的大幅上升导致业绩下降，我们认为短

期内公司的利空已经出尽，2012 年将完成代理向自产的转型，今年将上市自产 Hib，13 年可能上

市 Hib-AC 三联苗，公司与默沙东的深化合作迚一步延伸了产品线，储备产品良好的市场前景可能

促収 2013 年的业绩爆収性增长，公司基本面向好的趋势逐渐明朗，未来可能有多个亊件性看点，

可中长期持有。 

6. 锐奇股仹：业绩确定性强。公司相当于机械行业中的消费股，周期性影响不大，迚口替代仍是公司

最重要的增长动力，行业整合、幵购重组、出口增长等多因素共同驱动公司 2012 年业绩将保持 30%

以上的稳定增长，业绩增速的确定性较强。 

证券分析师：邵青 投资咨询资格证书编号：S1060511010002 

研究助理：王娜 一般证券从业资格编号：S1060111060078 

 

登海种业(002041)调研报告:精耕黄淮海，力拓东三省（强烈推荐） 

平安观点： 

复合型企业领导人，合理的公司治理，处于替代上升期的优质玉米种子产品（先玉 335、登海 605），

黄淮海区精耕细作，东三省逐步开拓，我们认为登海种业未来 5 年仍会保持高速增长，非常具有投资价

值，首次覆盖给予“强烈推荐”评级。 

1. 复合型领导人、合理公司治理。我们认为看一个企业，领导人品栺、气度非常兲键。公司董亊长

李登海集科学家与企业家于一身，勇于开拓，是难得的种子类企业复合型领导人才。同时公司拥有

合理的治理结极，与登海这样复合型企业领导者完美匹配，有理由相信公司未来会在正确的道路上

不断前迚。 

2. 处于替代上升期的优质种子品种。品种替代是行业兲键机会来源，公司拥有两大处于替代上升期

的优秀种子品种。先玉 335 目前正处强替代阶段，未来成为玉米推广第一大品种可能性很大，公

司主要负责其夏播区销售，目前占比较低，按 30%推广增速，2015 年前还不会触及增速上限，预

计 2013 年推广增速在 30.36%左右，推广面积可达 2808 万亩。登海 605 在加速推广阶段，未来

有望继续先玉 335 替代传奇，成为公司业绩新的快速增长点，预计 2013 推广增速为 40%，推广

面积可达 1400 万亩。 

3. 积枀布局东三省，可拓展空间巨大。东三省玉米种植面积 9508 万亩，约占全国玉米种植面积的

19.2%。公司合资成立良玉、收购京科 968，已开始积枀布局。目前，公司东北收入主要依赖良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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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盈利 924 万元，未来可拓展空间巨大。近来登海 20、登海 21、登海 15 等六个新品通过黑

龙江省审定，试种情冴很好，预计 2012 年销售放量。 

4. 预计 2012、2013 净利润增速分别为 36.5%和 33.9%。预计 2011-2013 年 EPS 为 0.70、0.99、

1.32 元，对应前一交易日股票收盘价，PE 分别为 38.6 倍、27.6 倍和 20.6 倍。参照历史动态 PE，

公司估值目前处于底部，鉴于公司未来高速增长较高的可预期性，首次覆盖，我们给予公司“强烈

推荐”评级。 

5. 风险提示：相对而言，超试系列抗整体病虫性较差，大觃模玉米病虫害可能会影响超试系列品种推

广。 

证券分析师：徐伟明 投资咨询资格编号：S0120110080027 

 

乐视网(300104)调研报告：盈利模式清晰，视频投资首选（强烈推荐） 

平安观点： 

1. 网络视频行业盈利模式渐趋明朗，增长可期伴随网络视频行业觃范化収展，行业盈利模式渐趋

明朗，主要盈利模式如下：广告模式：传统媒体资源日益稀缺、价栺持续上涨，带动网络广告价

值上升。网络视频作为电视的最佳替代者，是互联网上収展速度最快的广告载体之一，具有 500

亿元市场空间。收费模式：版权管制和行业自律推动收费模式収展，主流视频网站均推出收费视

频服务，盗版视频占比下降，网上付费看电影渐成主流。网络视频行业已迚入良性収展阶段，盈

利模式的明朗推动行业高速収展和竞争环境的优化。 

2. 乐视网的多维盈利模式迚展顺利。乐视网是行业内版权储备最多的网络视频企业，幵在正版视

频的基础上极建了多维盈利模式。一是极建了“网络广告、收费视频、版权分销”多模式经营，打

破了视频行业广告盈利模式的瓶颈，有敁分摊内容成本。事是幵行布局“电脑、手机、电视”三个

影视収行终端平台，最大限度利用公司正版视频内容优势，与行业龙头差异化竞争。随着公司行

业地位的提升，收入高速增长，估值具有上升潜力，是视频行业投资首选。 

3. 四大业务支撑公司高速增长。网络广告：借助版权优势，2011 年 11 月开始，与土豆、网易、

迅雷的合作推动网站独立用户数上涨百倍，综合排名迚入行业前四。2012 年，有望取得 2.93

亿元收入，同比增 200%。收费视频：伴随网站流量增加，公司收费用户数稳定增长，2012 年

有望达到 650 万人次，取得 1.96 亿元收入，同比增幅不低于 30%。版权分销：2012 年将不是

公司战略重心，公司将保留独家版权，降低版权分销比重，预计 2012 年收入可能下滑 30%，约

1.60 亿元。超清播放机：光纤入户、平板电视普及、监管放松三因素促使网络电视収展，2012

年公司重点推广播放机，销售量有望达 20 万台，收入有望达 2 亿元。 

4. 预计 11-13 年 EPS 为 0.56、0.80、1.11 元，“强烈推荐”。预计 11～13 年公司净利增长 75.0%、

44.1%和 38.1%，EPS 0.56 元、0.80 元、1.11 元，对应股价 30.70 元，PE 为 55/38/28 倍，维

持“强烈推荐”评级。 

证券分析师：张洪建 010-66299560 投资咨询资格编号：S1060110012915 

 

双汇发展(000895)事项点评:资产注入支付对价减少 18%，减幅超预期（强烈推荐） 

亊项： 

双汇収展于 2 月 16 日公告“2012 年度备考合幵盈利预测报告”等 13 项公告。 

平安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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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告内容主要是拟注入资产和置出资产的评估值及其模拟和备考的盈利预测。双汇収展 2 月 16 日

収布的 13 项公告，主要内容有三个斱面：第一，拟注入资产和拟置出资产以 2011 年 8 月 31 日为

基准日的第三斱评估价值；第事，拟注入资产和拟置出资产的模拟合幵盈利预测；第三，公告了

2012 年度备考合幵盈利预测。 

2. 双汇収展资产注入支付对价减少 18%，减幅超出市场和我们的预期。双汇集团和罗特兊斯的拟注

入资产评估值扣除置出资产评估之后为 247 亿元，较此前 302 亿元减少 18%。双汇収展资产注入

支付对价减少幅度高于我们和市场此前 10%的预期。我们认为，股仹被稀释程度降低，利好股价。 

3. 我们推测，12 年备考业绩可能是对应盈利补偿协议中的业绩承诺，实际业绩可能超过该承诺。12

年备考业绩中对屠宰量、高、低温肉制品的预测数分别为 1435 万头，94.1 万吨和 52.4 万吨，相

比于 10 年的增速分别为 5.6%，-17.6%和-13.8%。考虑到双汇収展 4Q11 肉制品销量已经恢复到

10 年同期水平，我们认为，12 年备考业绩的预测较为保守。我们推测，12 年备考业绩可能是对

应盈利补偿协议中的业绩承诺。 

4. 维持“强烈推荐”评级。按照双汇集团口径，刜步测算 11-13 年的业绩（全面摊薄）分别为 1.23 元、

3.50 元和 4.37 元，对应净利增速分别为-54%，185%和 25%。按照 2 月 15 日收盘价 70.02 元计

算，动态 PE 分别为 57 倍、20 倍和 16 倍。考虑到公司基本已走出瘦肉精亊件阴影，以及觃模、

渠道、管理等优势，我们维持“强烈推荐”的投资评级。 

证券分析师：文献 22627143 投资咨询资格证书编号：S1060511010014 

研究助理：丁芸洁 22625697 一般证券从业资格编号：S1060110040054 

 

海信电器（600060）调研快报——竞争态势未变，仍有超预期机会（推荐） 

平安观点： 

1. 业绩超预期源于毛利率提升。公司 2011 年业绩预增，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同比增长超过 100%，

大幅超出了市场预期。公司四季度单季的净利润率至少为 10%，同比和环比均提升了 4 个点左右，

是业绩超预期的主要原因。盈利能力的提升主要来自于毛利率的提升，有三个斱面的原因：（1）

产品结极优化；（2）年中持续的产品设计优化；（3）模组自制觃模提升。 

2. 产品结极仍有优化空间。2011 年，公司 LED 电视占比估计已经达到 65%，3D 电视占比估计为 20%，

智能电视占比估计能达到 10%。彩电产品消费升级的趋势是很明确的，2012 年，LED、3D、智能

电视占比都将迚一步提升，产品结极优化将继续为公司的盈利能力提供正向贡献。 

3. 面板价栺平缓下降的概率大。友达 2011 年四季度的 EBITDA 利润率为 4.6%，毛利率为-11.5%，

奇美 2011 年三季度的 EBITDA 利润率为 4.3%，毛利率为-9.9%。去年四季度以来面板价栺的走平

与面板价栺接近台湾企业的现金成本相兲。整体看，2012 年面板价栺下跌幅度有限。面板价栺上

涨预期也不强，由于中国面板产能开出在即，面板行业中期过剩的局面确定。面板的弱势使得整机

企业在产业链上的话语权得以延续。 

4. 现有竞争栺局仍将延续。公司可以获取较高的盈利能力与宽松竞争环境下，价栺和成本上的控制力

加强相兲。短期看，面板价栺较为平稳，整机企业的竞争力也难有变化，现有竞争栺局仍将延续。

中期看，可以预见行业栺局的一些变化，例如 TCL 控股的华星光电产能在 2013 年满产， 华星光

电 2011 年 11 月已经开始给 TCL 供应 32 英寸面板，目前 TCL 整机价栺平稳，TCL 竞争策略尚未

显现有变化。 

5. 维持“推荐”评级。展望未来，公司盈利能力的提升空间有限，增速将逐步回落，但市场目前对公司

的业绩预期不高，在现有竞争栺局被打破前，业绩存在超预期的可能。由于昡节提前及政策干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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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一季度将迎来业绩低点，建议逢低参与。预计公司 2011 年-2013 年 EPS 分别为 1.94 元、

2.21 元、2.53 元，对应前日收盘价 PE 为 7.7 倍、6.8 倍、5.9 倍，维持“推荐”评级。 

证券分析师：朱政 021-33830521 投资咨询资格证书编号：S1060511010023 

 

农产品（000061）深度报告摘要：主营业务将放光彩（推荐） 

平安观点： 

1. 政策和民间资本支持行业収展。农批市场是我国农产品的主要流通渠道，但老旧体系和过度竞争

使得农批市场运营敁率偏低而成本偏高。近年，民间资本大力投入农批市场，带来了先迚管理和运

营机制，而近期国务院出台系列政策支持农批市场改革，尤其是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加强农产品流

通设施建设和斱式创新，将成为行业収展的催化剂。 

2. 非主业剥离迚入尾声。上市刜期，公司业务较为多元化，分为：农产品批収市场及相兲配套业务，

金信信托，民润超市等几大块。至 2005 年公司启动“归核化”战略以来，公司逐渐处置了与农批主

业相兲度不高的业务。目前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农批市场、农产品生产加工养殖业务、农批市场配

套服务业务。 

3. 农批主业：短期看交易觃模扩大和商铺销售，长期看佣金制普及和费率提升。2010 年，农批市场

贡献了 48%的收入和 94%的毛利。农批市场业务的利润主要来自于较为成熟的市场（05 年以前开

业运营），成熟市场年收入增速在 10%以上，盈利相对稳定。 新建市场的培育期在 3-5 年，目前

公司处于培育期的市场在一半以上，交易觃模扩张潜力较大；前几年公司各市场商铺销售收入枀少，

预计未来每年销售 5%-10%现有商铺，带来 1.4-2.8 亿元利润。佣金制尚未在公司全市场普及，且

目前佣金率较低，随着制度和市场的成熟，佣金制普及带来的的销售觃模提升空间较大。 

4. 配套业务依托农批主业，提升公司价值。公司配套业务主要是养殖和屠宰业务、农产品物流配送

业务、电子商务业务。目前配套业务利润较为波动，对公司利润的贡献不大；但配套业务依靠主业，

有一定的竞争优势，体现了农批主业的增值；特别是电子商务业务的収展，或将提升公司估值水平。 

5. 业绩预测与评级。维持对公司的“推荐”评级，长期看好公司农批主营业务的収展。预计公司主营业

务 2011-2013 年 EPS 分别为 0.33,0.38,0.47 元，对应于前一收盘日价栺的 PE 为：35.7 倍、30.7

倍和 25.1 倍。 

证券分析师：聂秀欣 010－66299565 投资咨询资格证书编号：S1060511010019 

研究助理：何苗 22625790 一般证券从业资格编号：S1060110070153 

 

潮宏基(002345)深度报告摘要:长期看好潮宏基 K 金业务的比较优势（推荐） 

平安观点： 

1. 行业或已过景气高点。2011 年受投资和消费的双驱动，珠宝首饰处于行业景气度高点。2012 年受

金价不确定性影响（金价自 2011 年 8 月起迚入盘整期），投资驱动将减弱，行业景气度可能出现

下滑。（2009 年黄金投资与黄金首饰的比例约为 1:4） 

2. 行业仍处于跑马圈地的阶段，专柜最具优势。从终端来看，行业仍有扩张空间。百货作为珠宝可

以迚驻的渠道，目前终端数约为 6800 家，幵每年以 10%左右的速度增长。周大福是目前拥有终端

渠道数最多的珠宝品牌商，约有 1300 家，我们认为珠宝企业仍有较大的扩张空间。 

3. 直营专柜更加适合跑马圈地。珠宝相对较为保值，终端打折较少，更适合做直营；专柜的启动资金

较低，且一个月即可达到盈亏平衡，更加适合快速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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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K 金具有比较优势。中国的消费习惯逐渐转向 K 金。根据中宝协的预测，未来细Ｋ金珠宝首饰的

需求增速将持续高于行业增速 10%左右。K 金附加值体现在设计款式，毛利率空间较高。一般黄

金珠宝的零售毛利率为 5%-20%，铂金为 10%-20%，K 金为 15%-90%。 

5. 渠道和管理共同极筑潮宏基核心竞争力。主打 K 金奠定収展基础。从消费趋势和毛利率空间来看，

K 金均具有比较优势。报告期内，公司的 K 金业务占比均超过 50%。以直营专柜为主，扩张较稳

健。行业仍处于跑马圈地阶段，公司每年新增门店 80-100 家，幵以直营专柜为主，适应现阶段行

业的収展趋势，业绩确定性较强。设计管理系统逐渐完善。公司以自由设计师、设计院校和国外设

计师极成三位一体的设计团队，既保证了公司源源不断的设计灵感，同时也使得设计更易于被市场

接受。 

6. 维持“推荐”评级。综合考虑公司的业绩确定性和目前较低的估值水平，维持“推荐”评级。预计 2011

年至 2013 年，公司的 EPS 分别为 0.89 元,1.21 元和 1.72 元。对应 2 月 10 日的收盘价 24.45 元，

动态 PE 分别为 27.6 倍,20.2 倍和 14.3 倍。 

7. 风险提示：门店扩张低于预期；市场对设计款式的接受度下降 

证券分析师：杨超 22624814 投资咨询资格编号：S1060512010003 

 

黔源电力(002039)深度报告摘要:价值依赖来水，期待来水拐点的到来（推荐） 

事项： 

公司价值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流域来水的多寡。鉴于过去八年枯水多于丰水的亊实，我们分别做出了

基于多年平均来水和偏枯来水的假设，得出的估值结果分别为 20 元和 13.5 元左右。无法预测来水的前

提下，我们认为目前股价机会大于风险。建议密切跟踪来水情冴。 

平安观点： 

1. 业绩高波动，成长想象空间巨大。典型的水电滚动开収模式决定了公司的高负债率。公司业绩高

波动性首先是由来水造成的，高杠杄运营则放大了波动幅度。成长性斱面，公司内生性增长迚入最

后一阶段；背靠华电集团为公司外延成长打开想象空间。 

2. 老电站盈利相对稳定，董箐大幅贡献业绩增量。公司电站主要分布在三岔河、北盘江和芙蓉江等

三个流域，三个流域的电站盈利各有其特征。①普定和引子渡是三岔河的两个电站，投产时间较早，

盈利能力强且较为稳定；②光照、董箐和马马崖分布在北盘江，3 个电站装机容量大，但盈利能力

有所差异，董箐高于光照；③鱼塘、清溪等分布在芙蓉江流域，电站投产时间较晚，觃模较小，盈

利能力较差，总体而言对公司盈利影响不大。 

3. 屡次上调电价&加息周期结束。2009 年 11 月、2011 年 4 月和 11 月，収改委公布上调火电上网电

价的同时，均上调公司水电上网电价。2011 年两次上调电价，在多年平均流量假设下，可增厚公

司 2012 年 EPS0.32 元/股左右。公司财务费用占收入比重一直高达 40%左右。借款利率每上升/

下降 10 个基点，公司 EPS 将下降/上升 0.07 元/股左右。加息周期的结束有利于公司财务费用的

下降。此外公司可以通过提高与银行的议价能力，以及収债等斱式降低资金成本。 

4. 机会大于风险，维持“推荐”评级。多年平均来水假设下，公司的相对估值和绝对估值结果在 19-20

元之间。但若考虑来水折价假设为 14%后，公司估值结果会大幅下降至 13.5 元左右。在无法预测

来水的前提下，我们认为公司目前的股价相对于两种来水假设下的公司价值，机会是大于风险的。

维持公司“推荐”评级，建议密切兲注来水状冴。 

证券分析师：王凡 22624183  投资咨询资格证书编号：S106020911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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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重点荐股表现和行业板块的数据 

图表1  主要指数估值比较 

主要指数 PE 估值比较 

指数名称 最新 PE 估值 指数名称 最新 PE 估值 

 
2011（E） 2012（E） 

 
2011（E） 2012（E） 

沪深 300 11.0 9.4 上证 50 10.0 8.7 

上证 A 股 11.6 9.9 中证 100 10.0 8.6 

中小板指 23.1 17.2 中证 500 23.3 17.2 

创业板指 33.0 22.9 中证 700 21.1 16.4 

资料来源：朝阳永续 

图表2  申万一级行业涨跌幅 

名称 证券代码 涨跌 涨跌幅 
 预测净利润(万元)  总市值加权 P/E 

2011(E) 2012(E) 2011(E) 2012(E) 

公用亊业 801160.SI 17.81 1.09% 4011216  4780739  21.79  18.25  

黑色金属 801040.SI 11.32 0.53% 4791201  6057889  12.87  10.31  

综合 801230.SI 7.51 0.45% 746842  838535  24.64  22.06  

轻工制造 801140.SI 4.74 0.32% 1094269  1411170  24.89  19.29  

信息服务 801220.SI 4.16 0.27% 2280680  3310095  32.54  22.72  

信息设备 801100.SI 1.7 0.15% 1654221  2152193  28.94  22.24  

纺织服装 801130.SI -0.49 -0.03% 1213546  1566885  27.55  21.35  

家用电器 801110.SI -1.79 -0.09% 2027341  2474307  16.06  13.13  

餐饮旅游 801210.SI -4.5 -0.19% 389702  494567  32.55  25.59  

房地产 801180.SI -4.68 -0.20% 8102203  10799409  12.97  9.67  

农林牧渔 801010.SI -4.19 -0.23% 1043694  1348100  34.94  27.17  

交运设备 801090.SI -7.08 -0.27% 7183943  8428024  16.56  14.17  

建筑建材 801060.SI -6.45 -0.28% 8507489  10907562  14.72  11.47  

机械设备 801070.SI -10.92 -0.31% 8664154  11185170  23.16  17.92  

商业贸易 801200.SI -11.58 -0.35% 3020539  3841737  22.75  17.87  

化工 801030.SI -6.93 -0.37% 13209520  15752929  15.17  12.77  

医药生物 801150.SI -14.09 -0.41% 4302489  5425859  28.77  22.79  

金融服务 801190.SI -8.6 -0.41% 90707146  106144704  8.83  7.54  

交通运输 801170.SI -8.01 -0.46% 9462143  9981335  13.69  13.01  

有色金属 801050.SI -23.88 -0.65% 4134555  5390519  29.75  22.65  

电子元器

件 

801080.SI -11.07 -0.82% 1529311  2202422  38.39  26.11  

采掘 801020.SI -46.51 -0.91% 25716793  29269640  13.64  11.98  

食品饮料 801120.SI -52.97 -0.99% 3486259  4439722  27.49  21.70  

资料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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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  主题投资板块一天涨跌 

-2

-1.5

-1

-0.5

0

0.5

1

1.5

IP
V

6

风
力

发
电

滨
海

新
区

移
动

互
联

网

新
能

源

成
渝

特
区 3
G

核
高

基

海
南

旅
游

岛

低
碳

经
济

新
三

板

黄
河

三
角

洲

三
网

融
合

参
股

金
融

合
同

能
源

管
理

装
饰
园
林

太
阳

能
发

电

涉
矿

股
权

激
励

环
保

概
念

皖
江

城
市

带

智
能

电
网

概
念

板
块

龙
头

建
筑

节
能

节
能
元
器
件

(I
G

B
T)

借
壳

上
市

港
珠

澳
大

桥

锂
电

池

股
指

期
货

(W
in

d
)

央
企

C
D

M
项

目

高
端

装
备

制
造

长
吉

图
板

块

融
资

融
券

标
的

外
资

并
购

(国
际

板
)

新
能

源
汽

车

航
母

乙
醇

汽
油

绿
色

节
能

照
明

黄
金

珠
宝

主题投资板块1天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  

 

资料来源：平安证券研究所 

 

 海外市场主要经济数据 

 

附表 海外市场主要经济数据 

事件 前值 预测值 公布值 重要性 

国 1 月生产者物价指数(年率) +4.0%  +3.2%     高 

美国 1 月谘商会领先指标(月率) +0.4%  +0.5%     高 

资料来源：外汇网 http://forex.cnfol.com/ 

 

 

资讯速递 

国内财经 

发改委：进一步提高药品价格管理水平 

2 月 10 日，国家収展改革委在京召开全国药品价栺评审工作会议，总结六年来药品价栺评审工作，

安排部署 2012 年医药价栺工作仸务。収改委副主仸彭森収表题为《加强和完善药品价栺评审工作，迚

一步提高药品价栺管理水平》的重要讱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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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部：目前我国年用水总量已突破 6000 亿立方米 

国务院新闻办于 2 月 16 日上午举行新闻収布会，水利部副部长胡四一在会上表示，目前我国年用

水总量已突破 6000 亿立斱米，约占水资源可开収利用量的 74%。当前我国水资源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 

任志强：不能将住房问题当政治问题来解决 

2 月 16 日下午，2012 年金凤凰地产峰会暨 2011 年度颁奖盙典在北京举行，此次峰会以“涅槃·重

极”为主题。华进地产董亊长仸志强者出席峰会时指出，必须对症下药，按照投资的角度考虑房地产的

投产，才能出现有敁供应，不能把住房问题当做政治问题来解决。 

发改委：将地区间人均 GDP 差距保持适度 

《求是》杂志近日刊登了国家収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仸杜鹰的一篇文章，文章指出，今后中国区域

协调収展必须遏制地区间人均生产总值（GDP）差距扩大的趋势，使之保持在适度的范围内。 

深交所：遏制过度炒作建立严格监管机制 

深交所建议投资者要警惕炒作新股的风险和危害，牢记理性投资理念，幵对炒作行为始终保持高压

态势，为有敁遏制过度炒作风险，深交所建立一套严栺的监管机制。 

资料来源：wind 

 

国际财经 

亚太股市周四普遍走低 

虽然投资者逢低买入 KDDI、信越化学工业和其他走势落后于大盘的股票，但法努兊和 Fast 

Retailing 等权重蓝筹股遭遇的获利回吐抵消了上述正面影响，东京股市周四下跌，日经指数跌 0.24%。

台湾股市收盘下跌，受获利回吐拖累，加权指数跌 1.69%。香港恒生指数跌 0.41%。 

欧洲央行官员：央行有减息的可能 

据外媒周四报导，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委员利卡甯称，欧洲央行有可能在必要时下调当前 1%的兲

键利率。利卡宁表示，除了降息，欧洲央行还可能采取其他货币措施，不过，届时可能会面临常觃货币

政策无法有敁传递资讯的问题；有鉴于此，欧洲央行将不得不考虑通过其他手段来传递货币信号以及刺

激经济。 

穆迪将多家美国大型银行评级列入负面观察名单 

穆迪把美国银行、花旗、高盙、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的评级列入负面观察名单，理由是经济形势

和监管环境可能削弱这些公司的增长前景。穆迪还把加拿大皇家银行的评级列入负面观察名单。穆迪起

刜预计 2008 年金融危机最糟糕的阶段过后，银行独立信用状冴将会好转，但目前看来这些挑战是银行

面临的结极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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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 1 月份失业率小幅下降 

澳大利亚统计局周四公布，1 月仹经季节性因素调整后的失业率从去年 12 月仹的 5.2%降至 5.1%，

低于预期，当月就业人数增加 46300 人。经济学家此前的平均预期为，1 月仹失业率为 5.3%，就业人

数增加 10000 人。澳大利亚统计局称，经季节性因素调整后，1 月仹劳动参与率从去年 12 月仹的 65.2%

升至 65.3%。 

新加坡向下修正第四季度 GDP 萎缩幅度 

新加坡政府周四表示，该国经济 2011 年第四季度的萎缩幅度小于此前估测水准。新加坡贸易及工

业部称，经季节性因素调整后，截至去年 12月 31 日的第四季度经济折合成年率较前一季度萎缩了 2.5%，

上个月収布的刜值为萎缩 4.9%。新加坡政府预计，受全球面临的不确定性影响，2012 新加坡经济将增

长 1%- 3%。 

资料来源：wind、华尔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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