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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广泰（002111）

全年高增长可期

长江证券指出，威海广泰拟募集资金不超过6.2亿元，同时公司与营口新山鹰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拟用本次募集资金收购营口新山鹰公司报警设备有限公司80%股权。 营口新山鹰原股东承诺，在2014-2016年期间累积实际净利润数不低于2.4亿元；盈利承诺期累积净利润未达到2.4亿元，原股东将予以差额部分80%的补偿。

长江证券表示，2012年火灾报警设备、自动灭火类产品市场规模分别达130亿元、284亿元，近几年增速15%-20%。 目前，火灾报警设备行业集中度较低，行业整合空间大。 营口新山鹰具有产品质量和销售渠道优势，再借助威海广泰上市公司资本平台将加快行业整合步伐。 公司还考虑依托消防设备渠道资源进军楼宇安防市场。

此次强强联手全面进军消防产业，将拓宽公司的发展空间。 预计2014年营口新山鹰有望实现高速增长，考虑全年业绩备考并表后的影响，维持对公司的“强烈推荐”评级。

方圆支承(002147)

拓展新领域 业绩迎来反弹

国海证券指出，2014年第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542万元，同比增长28.41%；实现净利润182万元，同比增长131.75%。公司30年来一直致力于做专业回转支承，原来主要用于工程机械行业，在经历了2012年、2013年两年低谷后，公司大力开发港口机械、冶金机械、太阳能、石油装备、游乐设施等新兴行业，初步取得成效，2014年一季度的订单量年同期有所增长。2014年公司将继续加大石油装

备等新领域市场拓展力度，以促进公司业绩增长。

国海证券表示，公司确立了以港口机械、新型风电、海洋工程、特种装备、军事装备等为目标市场的开发策略，借助公司回转支承工程技术研究院的雄厚实力为各新兴领域提供包含回转支承产品在内的全套解决方案，积极参与到新领域终端产品的开发过程中，产品和服务的差异化成为公司未来的持续发展提供动力。 2013年，通过不断的调整开发策略和销售机制，公司在雷达、冶金装备、盾构机、游

乐设备、灌装设备、海洋海缆设备等新兴行业了取得了市场突破。 另外，2013年公司投资了同盛环件，旨在原材料方面有把控，工艺安全和工艺质量方面有保证，保障前端供应。 公司2013年投资参股了惊天液压、参股了农商行及多家村镇银行。 公司进入金融行业后，进一步密切银企关系，形成战略合作，希望在资本运作方面有所拓宽，同时取得较好的收益。 国海证券给予公司“增持”评级。

四维图新（002405）

腾讯携手四维 地图领域的合作共赢

宏源证券指出，腾讯四维合作，完善公司地图产业链布局。 一方面，从移动地图和导航市场产业链来看，公司在数据层和软件层具有较大优势，此次与腾讯合作后，未来公司在消费终端的应用层面布局加深；另一方面，此次腾讯入股四维，将补足腾讯O2O入口端的地图短板，BAT正在借助连接技术将手机屏扩展至汽车屏幕，从而将其在移动端实施的O2O战略延伸至汽车端，为车主提供更多更快更

及时的本地服务。

宏源证券表示，此次腾讯与四维图新的合作，可以看做是互联网与车联网领域的融合，移动互联是未来消费端发展的主要趋势。相较于传统的车联网企业，互联网公司特别是BAT这样的巨头，在流量、用户体验、社交内容以及创新能力和研发能力上都有较大的优势。腾讯移动端将激活四维数据活性，未来公司有望实现成为内容+数据+服务的全方位车联网企业，提供更具创新意义的车联网服务。随

着移动互联网发展，地图导航在移动端可能更有想象空间。 前装市场的控制权掌握在车企手中，公司携腾讯这一互联网巨头从后装市场角度会更容易切入，从基础的导航救援，车况等服务开始，扩大用户规模，逐步推出创新的应用和服务。 借助腾讯的支付和数据分析能力，未来车联网领域中“需求满足—价值实现”闭环将更容易建立。 宏源证券维持公司的“增持”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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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洽会9日开幕

天津或接力区域热

□本报记者 魏静

在稳增长预期渐浓的背景下，各地都忙

着推出微刺激举措， 京津冀的余热未散，丝

绸之路概念又高调来袭，如今这根接力棒或

传导至天津区域。 据相关媒体报道，2014中

国天津投资贸易洽谈会暨PECC国际贸易投

资博览会将于本月9日开幕,展会以“面向世

界、服务全国、促进合作、共赢发展”为主题，

进一步将津洽会及PECC博览会打造成为对

外开放、招商引资、商品贸易的重要窗口，从

而成为环渤海乃至全国各省市深化合作和

扩大国际经贸交流的重要平台。分析人士表

示，目前丝绸之路建设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

焦点：陆路方面，天津港有阿拉山口、二连浩

特、海拉尔三条线，而中国传统的桥头堡连

云港只有通往阿拉山口的陇海线一条线；海

域层面，天津港位于渤海湾最西部，比任何

一个港口离中西部地区都要近200公里以

上，可以节省陆上运输成本。目前来看，鉴于

天津做亚欧大陆桥的总运量是中国传统桥

头堡连云港的两倍，因而预计未来天津在海

陆丝绸之路上将成为重要支点。

天津总运量两倍于连云港

近来，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再度引发

资本市场关注。据相关媒体报道，天津做亚

欧大陆桥的总运量是中国传统的桥头堡连

云港的2倍，连云港只有一条陇海线，通往

阿拉山口；而天津港有三条线，一条是阿拉

山口，一条是二连浩特去蒙古的，一条是海

拉尔， 这三条线是通往中西亚到欧洲的路

桥运输，路桥运输的总量是连云港的两倍。

海域方面，天津港的区位优势也不比

其他港口差。 从海域上来说，天津港位于

渤海湾最西部，一个最大的好处便是最贴

近大陆，天津港比任何一个港口离中西部

地区都要近200公里以上。 从这个角度来

看，海上运输成本低，陆上运输成本高，近

200公里，陆上运输成本就会少。

天津港董秘孙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表示，深圳上海宁波等港口，更多的是寻

求海上的区位优势，天津若做海上丝绸之

路，则可以直接做到哈萨克斯坦、土库曼

斯坦、蒙古等。除此之外，今年国家提到的

新战略，如丝绸之路、京津冀一体化等，天

津市政府方面都在推进。

津洽会召开引发广泛关注

据相关媒体报道， 由国家商务部、中

国贸促会和天津市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十

届PECC国际贸易投资博览会” 将与第二

十一届投资贸易洽谈会同期举办。

据介绍，本届津洽会以“面向世界、

服务全国、促进合作、共赢发展” 为主题，

围绕天津城市定位，突出京津冀协同发展

和京津“双城记” 战略，突出对外开放和

转型发展，加大市场化运作，强化招商、贸

易、人才三大功能，进一步将津洽会打造

成环渤海乃至全国各省市深化合作和扩

大国际经贸交流的重要平台，努力推进天

津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地发展。

一是突出区域合作。 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重要指示，

不断强化展会的平台和纽带作用。 本届津

洽会在内容安排上， 着眼天津城市定位，

积极参与、主动作为，紧密围绕港口、制造

业、新区综合改革先行先试等具有比较优

势的产业和区域， 加大三地间公共服务、

基础设施、科技创新、金融及电子商务等

方面的合作和衔接。 同时，面向全国各省

市， 发挥展会衔接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作

用，深化各省市间合作交流，使展会经贸

促进作用更加突出，体现出中心城市的服

务水平。

二是突出提升服务。围绕上档次和强

管理，本届津洽会将对天津市各展区展示

水平、档次进行评比，鼓励先进，鞭策落

后。不仅天津展馆将适当提高特装水平和

现场服务水平，各展区都将有一个展示和

服务指南，都有专人负责现场管理和讲解

接待，方便客商参观洽谈。

牵手谷歌开拓网上丝绸之路

近日，天津市跨境电子商务论坛在天

津开发区举行，天津开发区与谷歌签署了

《战略合作备忘录》，双方将强强联合，共

同推动本地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发展。

根据备忘录， 双方将借助各自优势，

通过强强联合，推进谷歌与本地企业建立

有关合作，借助谷歌海外渠道和技术力量

促进传统企业外贸发展方式转变，推动跨

境电子商务产业发展、带动区域经济。

目前，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的成交

总额已连续三年呈现下滑，但在同一时期，

国内跨境电商却收获了超出预期的业务增

长。 业内人士表示，随着政策环境的完善，

电子商务已成为我国外贸企业扬帆海外的

重要“出海口” ，这或许也是敏锐捕捉到跨

境电子商务商机的谷歌公司与天津开发区

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的根本原因。

所谓跨境电子商务是指不同的交易主

体通过电子商务平台达成交易、进行支付结

算，并通过跨境物流送达商品、完成交易的

一种国际商业活动。 事实上，在天津市跨境

电子商务领域，并不缺少像谷歌这样的巨头

身影。 天津市电子商务协会秘书长张岳介

绍，Ebay、亚马逊等国际一线跨境电子商务

平台， 基本上都和天津建立了战略合作关

系， 他们正在天津积极筹备物流分拨中心、

运营中心以及结算中心等项目。

在张岳看来，行业巨头的青睐，折射

出天津市在跨境电子商务领域的明显优

势，而天津是传统的外贸城市，在人才、物

流、供应链等方面的基础都非常雄厚。

此外，近期政策环境的逐步完善，也为

跨境电子商务的产业繁荣提供了重要动

力。自去年年底，随着天津出台发展跨境电

子商务扩大出口的实施方案， 行业面临的

通关、 结汇以及金融支持等方面的问题都

在陆续解决。目前，天津涉足跨境电子商务

的企业已达到1万余家。随着各方资源向跨

境电子商务领域的汇聚， 天津将逐渐成为

北方的跨境电子商务的中心城市。

房地产市场或迎来长期调整

□本报记者 张昊

近期房地产市场再次受到广泛关注，

一方面有龙头房企高管明确表示看空后

市，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迫不及待出手救市，

房地产行业是否迎来拐点？ 本期中证面对

面请到了世联行副总经理袁鸿昌对此话题

进行深入探讨。袁鸿昌认为，房地产市场高

速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 一些城市救市举

措只是治标不治本之举。与此同时，中国的

房地产行业将迎来一轮洗牌， 未来市场仍

具发展空间。袁鸿昌还表示，房价短期有下

降压力，值得刚需购房者关注。

救市治标不治本

主持人： 近期多个城市的政府频频

出台救市政策， 以图挽救当地萎靡的房

地产市场。 而全国楼市分化也已经成为

行业的共识， 地方政府的救市能否挽救

当地楼市？

袁鸿昌：地方政府在促进房地产市场

发展方面有两种做法， 一种是治标的方

法，比如解除限购，在信贷上予以支持、为

购房者提供户口。 治标的方法很快，但不

能解决根本的问题。还有一个是治本的方

式， 这就是使每一个城市形成自己的特

色，发展适合自身的特色产业，使得产业

人口聚集，有了产业人口聚集才能形成这

个城市房地产终极消费群体。这样的消费

群体扎实和有厚度，才使得这个城市的房

地产市场有长远的希望和发展。 两种做

法，治标的方法只能治一时，不能治一世，

更重要的还是打造城市独特的产业特色

和独特的产业竞争能力。因此我并不认为

目前一些地方政府的救市措施能够从根

本上解决当地房地产市场在发展中遇到

的问题。

主持人： 土地市场是影响行业一个非

常重要的因素，未来土地价格将会是怎样的

走势？

袁鸿昌：既然是市场，就要讲供求关

系，土地市场在中国是垄断的，地方政府

独家供应，需求端是开发商，如果说土地

市场价格高了，也是因为开发商对土地的

需求特别殷切造成的。可以回忆一下今年

春节前土地市场的情况，当时很多土地都

拍出天价，那也是由于供求关系造成的。

以后土地价格会怎么走呢？我个人判断是

稳中有降。 为什么今年开发商是大浪沙淘

尽始见金？因为有些开发商的融资成本年

回报率超过20%，一有风吹草动或者回款

一慢，马上就会出现紧急状况，现在市场

走到这个时候，从以往经验判断，未来大

概会走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缩量

期，销售额会缩小，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

情况，马上进入到价格探底期，然后才有

销售量恢复期，之后价格再起来。 我估计

未来一段时间，开发商拿地的意愿是非常

低的，需求端的需求减少了，也会使得政

府推出土地的意愿减低，同时会使成交价

恢复到比较理性的水平。

房价存在下降压力

主持人：很多观众读者都比较关心未来

房价的走势，现在是不是出手买房的时机？

袁鸿昌：今年可能会出现三个时间窗

口， 对短期之内急于购房的消费者来说，

可能会出现购房时间窗口。 我们注意到，

今年一季度发生了“三少一多” 的现象，

“三少” 就是开工面积减少、购置土地减

少、开发商净利润减少，“一多” 就是开发

商打折降价增多。 一季度开工面积减少，

我相信二、三季度会延续这一趋势，如果

现在新开工面积减少，一年以后供应就很

稀缺了。 购置土地的数量减少，特别是春

节以后流拍的土地非常多，开发商拿地意

愿非常弱。第三个少是开发商的净利润率

在减少，从万科、金地的季报已经看到这

一点。 开发商为了活下去，今年降价抛盘

的现象会增多。今年可能会出现购房窗口

期，但是什么时间呢？ 每个城市可能不太

一样，现在我们还是处在量缩期，量缩期

和价格探底期交织在一起。

对于世联行这样的地产服务商而言，

今年会出现整合期，可能有的服务商真的

做不下去了，我们这个行业也是在逆境中

不断成长、不断壮大的时期。

对于开发商来说，是大者恒大、强者恒

强的并购期。 在香港这样一个700万人口

的城市，真正活跃的开发商只有20来家，最

活跃的只有四、五家，所谓四大家族。 但内

地的开发商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

主持人：一线城市楼市以往都被看作

是相对安全的市场，但近期我们注意到包

括深圳、广州在内的一线城市价格也出现

了松动的迹象，今天《中国证券报》头版刊

登的文章报道，深圳出现大手笔抛售房产

的情况，请问一线城市真的是开发商的避

风港吗？ 一线城市会不会出现风险？

袁鸿昌：我依然觉得一线城市目前还

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市场。 一线城市跟二、

三线城市最大的区别是，经过改革开放以

后二三十年的投入，它的基础建设水平已

经远远超过其他城市，也因此吸引众多企

业和众多产业聚集，也因此吸引了大量产

业人口和高收入人群的聚集，所以从这个

角度来讲，一线城市确实是房地产开发商

的乐土。 但是现在看起来，在一线城市拿

地成本也是非常高昂的，所以一线城市总

说有“三高” ，高投入、高风险、高产出，有

实力的房企应该在一线城市长远经营房

产，这对于开发商来说是最安全的方式。

更多详细精彩内容，请点击观看本期

《中证面对面》 节目视频：http://www.

cs.com.cn/iclive/20140506/20140508/

威海广泰（002111）

全年高增长可期

长江证券指出，威海广泰拟

募集资金不超过6.2亿元， 同时

公司与营口新山鹰签署了 《股

权转让协议》，拟用本次募集资

金收购营口新山鹰公司报警设

备有限公司80%股权。营口新山

鹰原股东承诺， 在2014-2016

年期间累积实际净利润数不低

于2.4亿元； 盈利承诺期累积净

利润未达到2.4亿元， 原股东将

予以差额部分80%的补偿。

长江证券表示，2012年火

灾报警设备、自动灭火类产品市

场规模分别达130亿元、284亿

元，近几年增速15%-20%。 目

前，火灾报警设备行业集中度较

低，行业整合空间大。 营口新山

鹰具有产品质量和销售渠道优

势，再借助威海广泰上市公司资

本平台将加快行业整合步伐。公

司还考虑依托消防设备渠道资

源进军楼宇安防市场。

此次强强联手全面进军消

防产业， 将拓宽公司的发展空

间。 预计2014年营口新山鹰有

望实现高速增长，考虑全年业绩

备考并表后的影响，维持对公司

的“强烈推荐”评级。

方圆支承(002147)

拓展新领域 业绩迎来反弹

国海证券指出，2014年第

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542

万元，同比增长28.41%；实现净

利 润 182 万 元 ， 同 比 增 长

131.75%。 公司30年来一直致

力于做专业回转支承， 原来主

要用于工程机械行业， 在经历

了 2012年、2013年两年低谷

后，公司大力开发港口机械、冶

金机械、太阳能、石油装备、游

乐设施等新兴行业， 初步取得

成效，2014年一季度的订单量

年同期有所增长。 2014年公司

将继续加大石油装备等新领域

市场拓展力度， 以促进公司业

绩增长。

国海证券表示，公司确立了

以港口机械、新型风电、海洋工

程、特种装备、军事装备等为目

标市场的开发策略，借助公司回

转支承工程技术研究院的雄厚

实力为各新兴领域提供包含回

转支承产品在内的全套解决方

案，积极参与到新领域终端产品

的开发过程中，产品和服务的差

异化成为公司未来的持续发展

提供动力。 2013年，通过不断的

调整开发策略和销售机制，公司

在雷达、冶金装备、盾构机、游乐

设备、灌装设备、海洋海缆设备

等新兴行业取得了市场突破。另

外，2013年公司投资了同盛环

件， 旨在原材料方面有把控，工

艺安全和工艺质量方面有保证，

保障前端供应。 公司2013年投

资参股了惊天液压、参股了农商

行及多家村镇银行。公司进入金

融行业后， 进一步密切银企关

系，形成战略合作，希望在资本

运作方面有所拓宽，同时取得较

好的收益。 国海证券给予公司

“增持”评级。

四维图新（002405）

腾讯携手四维 地图领域合作共赢

宏源证券指出，腾讯四维合

作， 完善公司地图产业链布局。

一方面，从移动地图和导航市场

产业链来看，公司在数据层和软

件层具有较大优势，此次与腾讯

合作后，未来公司在消费终端的

应用层面布局加深； 另一方面，

此次腾讯入股四维，将补足腾讯

O2O入口端的地图短板，BAT

正在借助连接技术将手机屏扩

展至汽车屏幕，从而将其在移动

端实施的O2O战略延伸至汽车

端，为车主提供更多更快更及时

的本地服务。

宏源证券表示， 此次腾讯

与四维图新的合作， 可以看作

是互联网与车联网领域的融

合， 移动互联是未来消费端发

展的主要趋势。 相较于传统的

车联网企业， 互联网公司特别

是BAT这样的巨头，在流量、用

户体验、 社交内容以及创新能

力和研发能力上都有较大的优

势。 腾讯移动端将激活四维数

据活性， 未来公司有望实现成

为内容+数据+服务的全方位车

联网企业， 提供更具创新意义

的车联网服务。 随着移动互联

网发展， 地图导航在移动端可

能更有想象空间。 前装市场的

控制权掌握在车企手中， 公司

携腾讯这一互联网巨头从后装

市场角度会更容易切入， 从基

础的导航救援， 车况等服务开

始，扩大用户规模，逐步推出创

新的应用和服务。 借助腾讯的

支付和数据分析能力， 未来车

联网领域中 “需求满足—价值

实现” 闭环将更容易建立。宏源

证券维持公司的“增持” 评级。

压力缓解+业绩向好 券商股迎结构性机会

□本报记者 王威

近期股市延续横盘震荡格局，在4月中旬

以来的这轮调整行情中， 券商板块相对较为

抗跌。 一方面是因为利好政策的不断出台以

及券商创新大会召开在即， 市场对于行业政

策面的预期转暖；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业绩表

现向好显示出此前的压制因素已经得到了逐

步缓解， 而且行业估值也已经调整至相对低

位。 在利好的催化下，板块投资机会凸显，并

有望迎来一波结构性行情。

市场预期转好

4月14日以来， 上证综指区间跌幅为

5.41%，券商板块的跌幅仅为3.85%，相对抗

跌。 券商股在市场弱势的背景下相对抗跌很

大一部分原因来自于市场对于行业政策面的

预期正从此前的悲观转变为相对乐观。 除了

此前出台的“国五条”和沪港通细则外，行业

创新大会也将于5月16日召开，市场普遍预期

在该次大会上将会有一系列利好政策出台，

并有望成为证券行业短期的催化剂。

分析人士指出， 券商创新大会于2012年

和2013年召开的前后券商股都曾出现过波段

性行情。 且机构普遍预期，此次创新大会的力

度和空间都将超过过去两届， 并将从业务、负

债渠道和行业监管三个方面进行创新。这次推

出的一系列创新举措将提升行业杠杆上限，打

开行业ROE上限，并提升行业的估值水平。

除了可能将于创新大会上推出的证券

经营机构“负面清单”管理、坐实证券行业基

础功能、融资渠道拓宽、支持业务创新和跨境

开放等政策利好外，个股期权、蓝筹T+0等创

新政策也有望于年内陆续落地。 而随着国债

期货、股指期货、个股期权等品种的推出，券

商套利、做市等增量业务收入将有望增加。

业绩向好 券商股迎结构性机会

从已经发布的2013年年报和2014年一

季报来看，券商行业的业绩表现喜人。Wind数

据显示，22家上市券商股中，除了光大证券外，

其余券商2013年年报业绩均较去年同比增长，

净利润同比增长率高达50%以上的就有7家，

其中，东北证券、国海证券和西部证券的增长

率更是高达218.77%、131.52%和130.37%。

从业绩情况上看，此前券商股存在的一

些压制因素目前都已经得到了缓解。首先，由

于2013年IPO处于暂停状态， 且债券承销规

模也较2012年有所下降，因而显著影响了券

商的投行业务2013年的收入， 而继今年IPO

开闸以来， 上市券商的投行业务便迎来了复

苏性的增长。且在产业升级的背景下，随着企

业并购重组受到政策支持的出台， 券商财务

顾问收入也将持续增加。

其次，市场此前对于行业佣金率下滑的

担忧过于悲观。 由于监管层对于网络经纪业

务仍持相对谨慎的态度， 预计佣金率短期内

大概率不会大幅下滑。 且此前券商大力发展

的一些创新业务，如融资融券、约定式购回和

股票质押式回购等业务开始进入快速增长

期，并开始在业绩上显现。

创新业务对于传统业务的反哺效应非

常明显，平安证券表示，融资融券客户引致的

信用交易活跃度显然高于传统经济业务客

户，虽然截至2013年底，融资融券余额占总

市值的比例仅为1.5%， 但由于融资融券信用

交易客户的高频交易行为，2013年信用交易

占总交易量的比重达到13%， 今年一季度进

一步达到14%。

此外，目前行业估值处于相对低位，具有

较大的安全边际。 Wind数据显示，截至昨日

收盘，券商板块的市盈率（TTM）为25.51倍，

已经回到了2012年8月初的水平， 相对于

2012年初以来的平均市盈率30.06倍来说，具

有明显的估值优势。

分析人士指出，券商板块后市的结构性

机会值得期待。 受到2013年下半年互联网金

融的冲击，致使行业佣金率下降速度加快，率

先“触网”的小型券商竞争优势凸显，而大型

券商因为收入结构较为均衡， 对佣金率敏感

度低，高净值客户相对较多，且在融资融券、

量化交易等创新业务中具有较大优势， 因此

“大小两头” 的券商的一季度的市场份额呈

现稳中有升的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