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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头沟中阿合作项目顺利推进

七星酒店年内开工提振门头沟概念

□本报记者 李波

去年9月，中东海湾集团与门头沟区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将共同建设一个总

投资规模500亿元以上的综合项目，选

址在门头沟区永定镇， 其中包括一座投

资120亿元的七星级酒店， 并囊括中东

海湾贸易中心、中东石油交易中心、中东

文化贸易中心以及商务空间等多种功

能。最新消息显示，目前境内企业已注册

完毕，第一期土地近期会上市，其酒店部

分今年也将会开工。近期中阿合作升温，

而随着门头沟七星酒店项目的启动，门

头沟大开发正式拉开序幕， 相关地产概

念股有望再度获得正面提振。

门头沟七星酒店有望年内开工

随着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

议的召开，中阿合作将再度升温，相关合

作项目也将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其中，

中东海湾集团与门头沟合作建设的包括

一座七星级酒店的综合项目， 就是中国

和阿拉伯国家在国内合作的典型例子。

早在2010年6月， 沙特投资方就到

门头沟考察过，中东海湾集团主席、香港

华通投资控股主席班德王子 （Mr. �

Prince� Bandar） 当年提出希望与门头

沟区在休闲旅游产业、 文化交流产业等

方面进行合作。 彼时任门头沟区代区长

的王洪钟也表示， 随着长安街西延线一

批大工程的实施， 门头沟拥有很大的发

展机遇， 也希望能与中东海湾集团在旅

游休闲、酒店文化产业等方面进行合作。

2011年，北京市门头沟区人代会上

有消息传出，门头沟将与沙特合作建设

七星级酒店项目，总投资额至少10亿欧

元， 该项目将类似迪拜塔一样呈流线

型，位于长安街西延长线末端。

2013年9月19日，中东海湾投资集

团与门头沟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将共

同建设一个综合项目，其中包括一座七

星级酒店， 项目选址在门头沟区永定

镇。 该城市综合体项目超过100万平方

米，包括酒店、办公、商业以及少量的

住宅项目，囊括七星级酒店、中东海湾

贸易中心、中东石油交易中心、中东文

化贸易中心以及商务空间等各种功能，

总投资规模在500亿元以上。

其中，中东海湾集团主席、香港华

通投资控股主席班德王子负责投资建

设七星级酒店部分，总投资约120亿元。

北京鸿坤集团将负责开发建设城市综

合体、金融中心等，北京市鸿坤雅枫置

业等公司将在门头沟投资建设中东海

湾石油贸易中心、 中东海湾金融中心、

会展及商贸中心，作为中东海湾七星酒

店的配套项目。 这些企业将共同建设一

个集星级酒店、高级会议中心、大型商

业、商贸、娱乐中心于一体的综合项目，

为门头沟区创造出全新且极其重要的

经济增长点。

而在今年4月12日鸿坤集团主办的

“鸿坤城市森林计划” 公益植树活动

上，鸿坤集团执行董事朱灿表示，鸿坤

集团与中东海湾集团在门头沟建立的

城市综合体项目，目前境内企业已注册

完毕，第一期土地近期会上市，其酒店

部分今年也将会开工。

门头沟概念股或再获提振

门头沟98.5%都是山区， 主要以休

闲旅游为特色。 2011年以来，门头沟区

逐步从能源、制造业向绿色生态休闲产

业的发展路线转型，既是北京市告别重

工业时代的表率，也是京西经济崛起的

希望所在。 长安街西延和地铁S1线建设

为门头沟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与沙特

的合作更将为门头沟的经济崛起带来

巨大帮助，项目的建设预期给门头沟区

带来的经济、社会效益是无穷的。

相关人士称，七星酒店项目建设初

期即可带动至少2万人的就业， 将成为

门头沟区重要的经济增长点，未来可改

变门头沟区经济落后的形象，将成为门

头沟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由于门头

沟地区山区较多，在北京属于待开发区

域，因此七星级酒店的开工，有可能拉

开门头沟大开发的序幕。

二级市场上，去年9月下旬，受益和

沙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正面刺激，万

方发展、京投银泰等在门头沟区具有土

地储备的上市公司应声大涨。 而随着项

目第一期土地的上市和七星级酒店的

开工，门头沟大开发正式启动，区域内

股票将迎来利好，特别是相关地产股有

望再获提振。

恒瑞医药（600276）

厚积薄发 志存高远

群益证券研究报告指出， 公司仿制

药产品梯队华丽。公司过去4年申报仿制

药数量达75个， 未来将进入重磅仿制药

批量上市期。通过对老年用药、抗真菌用

药等大病种用药领域布局， 公司产品线

形成协同效应，开拓新利润来源的同时，

成本和规模优势也更加明显。 公司在研

仿制药均为各治疗领域临床一线用药，

与原研药相较性价比更高， 在医保控费

的大背景下将充分享受仿制药进口替代

市场空间。

创新药物厚积薄发。 公司未来几年新

药将集中上市步入收获期：阿帕替尼已经

通过专家审评，2014年获批无悬念； 长效

G-CSF正处于三合一审评阶段， 一旦评

审结束即可申请上市。 阿帕替尼、 长效

GCSF潜在市场空间均超过20亿， 预计上

市后将对业绩产生重大贡献。恒瑞创新药

阵容华丽，处于不同临床研究阶段，创新

药多达17个，部分核心产品具有成为“重

磅炸弹” 的潜力，研发能力远超国内同行

达到世界先进水准。

制剂产品国际化即将实现突破。 随着

今年环磷酰胺、七氟烷、奥沙利铂水针等

有较高技术壁垒的产品获得欧美认证并

且出口销售，公司制剂国际化业务有望迎

来突破，开始贡献利润。 随着未来几年全

球医药市场大批重磅专利药品面临专利

到期， 以及各国医保控费成为主流趋势，

恒瑞的仿制药出口业务将会迎来千载难

逢的战略机遇，公司有机会从中国走向世

界，成为国际级的医药航母。

预计公司2014、2015年EPS分别为1.02

元、1.28元。 公司业绩未来几年有望加速上

涨，目前估值较为合理，考虑到公司的增长潜

力，给予“买入”的投资建议。

阳谷华泰（300121）

环保风暴促进盈利增长

安信证券研究报告指出，公司主要从事

橡胶防焦剂和促进剂的生产与销售，从产能

来看，公司具备防焦剂产能2万吨，促进剂M

为1.5万吨，NS和CBS合计3万吨， 其余还包

括增塑剂、胶母粒、不溶性硫磺等细分产品。

促进剂M是产业链瓶颈环节，废水产

生量大，难以处理。 促进剂M是次磺酰胺

类促进剂CZ（CBS）和NS的主要原材料

(单耗0.75)，因此M是下游产品的核心（阳

谷华泰历史上就曾因为无法从市场上采

购到足够的M而影响促进剂NS的开工

率）。 目前国内M主要采用酸碱法工艺生

产，每吨产品产生废水30-40吨，并伴随恶

臭气体，含盐浓度高，处理难度大。 阳谷华

泰国内独家采用溶剂萃取法工艺并能够

稳定生产， 生产过程中单吨废水也就1吨

左右，环保优势明显，而且产品成本可降

低1500元/吨左右。

环保风暴下， 三分之一的M产能关

停，价格大幅上涨。 随着国家对环保的重

视， 重污染化工企业停产整顿越来越多，

M作为高废水产生量产品已被多个地区

环保部门列入监视对象。 目前从已有新闻

报道可知，天津有机一厂5万吨、东北助剂

3万吨促进剂已处于关停状态； 通过与贸

易商沟通发现，江西凯里3万吨、鹤壁市多

个企业2-5万吨和部分河北、 浙江促进剂

企业关停或者降低负荷，行业处于缺货状

态。 主要原材料促进剂M供不应求，价格

大幅上涨近 40% ， 带动了促进剂CZ

（CBS）和NS市场价格的大幅提升。

从供给端看，环保作为趋势，对行业的持

续影响有望继续加大， 今年秋季APEC在北

京召开加速了这一刚性趋势；而在需求端，促

进剂占下游成本不到1%且不可替代， 下游需

求同样是刚性的。 因此，在供给缺口逐步显现

的过程中， 促进剂M及下游产品价格上涨趋

势明确且空间将超预期。 公司层面来看，打破

促进剂核心环节M的生产瓶颈，NS、CBS产能

利用率逐步提高，面临着量价齐升的局面，预

计公司2014-2016年EPS分别为0.26、0.55和

0.75元。 公司市值小，行业趋势向好时盈利弹

性大，给予“买入A”的评级。

华峰超纤（300180）

规模优势将更加明显

山西证券研究报告指出， 公司规模优

势将继续扩大。 公司现有超纤革的产能为

2880万平方米/年，2014年底公司总产能将

达到3600万平方米。从产能增速来看，2010

年上市时的产能为600万平方米， 经过4年

的产能扩张， 公司产能达到了3600万平方

米，产能扩张非常迅猛。 目前公司在超纤革

领域的市场占有率大约为20%左右，公司未

来计划在启东新建7500万米非织造布超纤

材料，一旦新建产能逐步投放市场，预计公

司的规模优势将更加明显， 生产规模增加2

倍左右，预计市场占有率将大幅提升，相比

竞争对手的规模优势更加突出。

上市后，公司发展战略非常明确，不断

做大超纤革基布的产能规模，通过规模优势

降低超纤革基布的生产成本，最终建立超纤

革行业龙头企业的竞争地位。 从2014年初

开始，公司总经理发生了更换，同时公司的

发展战略做了部分调整，未来公司将继续增

强超纤革基布的规模优势，同时还将增大贴

面革和绒面革的生产规模，增强贴面革等产

品的规模对于公司的客户积累具有非常重

要的意义，以往生产出超纤革基布后，超纤

产品没有经过染色、 磨皮等后处理加工，产

品附加值比较低，同时与终端客户的交流相

对比较少，因此对于市场需求的变化不是非

常敏感。 而通过增强贴面革的生产规模，公

司将增强与终端客户的交流，能更好的满足

终端客户的需求，同时提升公司产品的毛利

率水平。

预计公司2014-2016年的每股收益分

别为0.92、1.17、1.48元， 公司未来发展方向

基本明确，上调评级至“买入” 。

均胜电子（600699）

入主普瑞 高点起跃

信达证券研究报告指出，均胜电子是中

国汽车电子供应商龙头，2012年对德国普瑞

的收购使其向具备跨国竞争能力的世界级

汽车电子厂商行列迈进。 德国普瑞具有悠久

的经营历史和丰富的产业积淀，主要产品有

空调控制系统、驾驶员控制系统、传感器、电

控单元和工业自动化，主要用户包括奥迪、宝

马、戴姆勒、保时捷、大众、通用、福特等高端

整车厂。 均胜电子计划通过优化供应链平

台、降低材料成本、实现国产化目标、提升营

运管理能力来实现对普瑞的整合。 公司的未

来发展战略是：力争在细分市场上技术引领

并提高市场占有率，在人车交互（HMI）、新

能源汽车电池电源管理系统（BMS）、机器

人（创新自动化生产线）等细分领域做到技

术和市场全球双领先。 目前普瑞通过为宝马

i3/i8配套BMS系统， 已切入新能源汽车

BMS领域。

安全精密化、 环保节能化、 小型轻量

化、智能电子化是汽车电子的发展趋势。新

能源汽车的崛起是2013年汽车行业最重

大事件之一。 随着未来新能源汽车占比的

提高， 以及传统汽车高端配置向中低端车

的逐步沉降， 汽车电子在汽车中的附加值

将得到持续提升。

预计均胜电子2014-2016年归属母

公司股东净利润分别为4.15亿元、5.18亿元

和6.43�亿元，对应的摊薄每股收益分别为

0.65元、0.81元和1.01元。 考虑到均胜电子

的汽车电子龙头地位， 以及其作为宝马新

能源汽车概念标的的稀缺性， 首次给予公

司“增持” 评级。

常用技术指标

新浪多空调查

进军户外媒体 新文化“一”字涨停

□本报记者 李波

受重组利好消息影响， 新文

化昨日开盘“一”字涨停，股价收

于26.1元，涨幅为9.99%。

6月3日晚， 新文化公布重组

方案，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的方式购买郁金香广告传播

（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郁

金香传播”）100%股权和沈阳达

可斯广告有限公司（简称“达可斯

广告”）100%股权，交易价格合计

15亿元，其中郁金香传播12亿元，

增值率为263.16%； 达可斯广告3

亿元，增值率为705.39%。

此外， 公司拟向不超过5名

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

集配套资金，配套资金总额不超

过5亿元， 用于支付本次交易中

的现金对价，不足部分公司将自

筹资金解决。

据介绍， 郁金香传播是中国

运营户外LED大屏幕媒体规模最

大的广告公司之一，目前该公司及

下属公司自有户外LED屏幕24

块，独家代理户外LED屏幕17块，

一般代理户外LED屏幕191块，位

于城市主商圈、交通干道和地标建

筑等黄金位置。达可斯广告为东北

地区领先的户外LED大屏幕媒体

运营商，在东北地区LED大屏幕媒

体市场占有较高的市场份额。

新文化表示， 本次交易是新

文化实施外延式发展战略的重要

步骤之一。通过本次交易，公司从

影视剧业务扩展至户外LED媒体

广告业务， 实现产业链的有机延

伸。通过各种不同内容、形态的业

务交叉渗透、相互支持，在业务、

渠道和平台资源等方面协同发

展，使公司成为集内容制作、平台

传播、综合营销为一体的，具有强

大创意力、传播力、影响力的综合

性传媒集团。 预计短期重组利好

还将继续发酵， 并对股价形成正

面支撑。

融资客大举抄底伊利股份

□本报记者 张怡

在经历了周二的放量大跌之

后，周三伊利股份止跌回稳，小幅

上涨2.33%。 值得关注的是，在周

二股价大跌之际， 融资客大量涌

入伊利股份进行抄底。

自4月起连续回调的伊利股

份， 在本周二受相关媒体报道及

唱空研报的影响而大跌7.75%，成

交额高达22.97亿元。 周二晚间伊

利股份发布了澄清公告， 周三公

司股价止跌回稳，早盘以31.55元

开盘后，维持震荡横盘格局，尾盘

涨幅有所扩大， 最终报收32.05

元，涨幅为2.33%。

融资客显然踏准了节奏，并

助推了伊利股份的股价企稳。 据

wind数据，伊利股份周二的融资

买入额跃升至3.05亿元，较上个交

易日的8223万元出现明显增加；

由此， 净买入额也骤增至1.46亿

元，遥遥领先于其他两融标的股。

实际上，自5月27日以来伊利股份

的融资净买入额一直维持在

4000万元以上的相对高位。

值得关注的是， 伊利股份不

仅获得了融资客的追捧， 还在大

跌后获得诸多证券公司研报的力

挺。 6月3日盘后至4日，海通证券、

招商证券、中金公司、瑞银证券、

中投证券、申银万国、宏源证券、

安信证券、中信证券、银河证券等

机构纷纷发布研究报告， 推荐伊

利股份，大多给予“买入” 评级。

其中， 中金公司认为伊利股份基

本面依然精彩， 短期博弈不会改

变长期逻辑，维持推荐评级；申银

万国认为伊利股份强者恒强，产

品结构优化带来业绩持续增长；

中信证券更认为伊利股份中长期

买点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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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加码刺激环保板块复苏

□本报实习记者 叶涛

昨日沪深主板大盘震荡回调，市场对

题材概念的炒作热情暂时降温， 但PM2.

5、垃圾发电、尾气治理等环境治理概念却

逆市崛起，纷纷放量大涨，联手占据概念

涨幅榜前列位置。 分析人士表示，在近期

市场热点散乱且持续性不高的背景下，环

保类概念集体上扬无疑彰显出投资者对

其看多预期的一致性和强烈程度。当前环

保板块估值水平处于历史较低位置，具有

较高安全边际，这有望增添资金持续入驻

的信心。随着近期政策对环境治理逐步加

码，环保板块有望重回强势格局。

政策加码提振市场

环保概念股是昨日市场最大看点。据

wind数据，PM2.5板块、环保概念板块、垃

圾发电板块、污水处理板块昨日携手“逞

强” 。 其中，PM2.5指数上涨幅度高达

3.64%，为近期概念板块所少有；环保概念

指数也实现了1.82%的涨幅； 垃圾发电及

污水处理指 数 则 分 别 上 涨 0.86% 和

0.35%。

新近出台的四项国家大气污染物排

放（控制）标准成为此次环保股上涨的催

化剂。 6月3日，环境保护部会同国家质检

总局联合发布了《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锡、锑、汞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和《非

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排气污染物排放

限值及测量方法 （中国第三、 第四阶

段）》， 对工业源污染物排放做出了更加

严格的限定。 其中被誉为史上最严的《锅

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实施时间表也一

并出炉，确定为今年7月1日。

分析人士表示，以燃煤为主要能源的

火力发电，一直是我国大气污染的重要来

源之一，也是大气治理工作的重点行业之

一。虽然过去几年我国减排措施已经取得

部分成效， 各项污染物指标均明显下降，

但距离 “2014-2015年单位GDP能耗逐

渐下降3.9%以上” 的目标仍有距离。 新标

准的出台将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企业主动

加大环保改造投入，预计新增相关投资需

求将达到数千亿元以上。

受市场信心恢复提振，昨日环保股大

面积飘红，三维丝、燃控科技、科林环保、

雪莱特等个股强势涨停，几乎占据A股全

部涨停股的半壁江山； 其余涨幅超过3%

的股票也不在少数。 受强烈做多情绪提

振，PM2.5板块和环保概念板块单日成交

额也环比激增。 截至收盘，PM2.5板块实

现成交32.47亿元， 为前一交易日的4.18

倍；环保概念板块成交额也环比放大2.34

倍，达到49.13亿元。

估值回归吸引资金关注

今年二月以来， 受大盘指数震荡休整

拖累，环保板块持续陷入股价下降通道，迄

今累计区间跌幅已经达到14.27%，而同期

沪综指跌幅仅为4.45%。 从估值看，长达3

个月的连续下跌促使板块估值大幅下降，2

月19日至今，全部A股市盈率（TTM）从

12.92倍下跌至11.69倍， 而wind环保概念

板块市盈率却从55.71倍下滑至41.06倍，

PM2.5板块市盈率下降幅度更大，从79.17

倍下挫至55.32倍。 估值的明显回归，加大

了环保类股票对资金的吸引力。

民生证券分析师指出， 从历史数据

看，目前环保行业估值溢价已经处于历史

低位，进一步下跌空间有限，安全边际较

高，中长线持看多观点。

事实上，在宏观经济面临较大压力背

景下，环保类上市公司整体良好的业绩表

现也支撑看好观点。 数据显示，环保类上

市公司2013年以及2014年一季度分别实

现了19.9%和25.4%的业绩增速， 考虑到

2014-2015年为“十二五” 规划收官的两

年，各类环保项目的持续推进将使得板块

业绩延续较快增长的态势，相关上市公司

也将从红火的行业景气中获得更多收益。

中信证券分析师表示，在政策增量信

息有限、存量资金博弈及市场风格变化等

因素作用下，环保股前期遭到机构集中减

持。 但阶段恐慌过后，一旦投资者重新将

目光聚焦到业绩基本面上来，则环保行业

估值有望大幅提升。

中信证券建议重点关注三大投资线

索： 一是与工业治污密切相关的危险废物

及工业废水治理领域， 在市场监督力度显

著加大背景下刚刚起步发展， 潜在市场容

量大；二是关注提标改造、污水回用、污泥

处置等与城市水环境关联度较高的新增需

求；三是随着园区协同模式推广，以垃圾焚

烧为代表的固废处置预计将持续活跃。

长园集团现机构分歧

□本报记者 徐伟平

长园集团自6月3日复牌后，

受到了资金热捧，连续两个交易

日涨停，不过机构对于该股的后

市行情开始产生分歧。 昨日长园

集团开盘后， 一度大幅回落，此

后维持在高位震荡，午后随着成

交额的增加， 股价封死涨停板，

尾市报收于11.06元， 该股已经

连续两个交易日涨停。

长园集团5月31日公告称，控

股股东长和投资将持有的4971.39

万股股权以协议转让方式，分别出

售给了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和

深圳市藏金壹号投资企业。 其中，

复星集团以每股9.10元的价格接

下2200万股， 占长园集团总股本

的2.55%。 藏金壹号拿下剩余的

2771.39万股。根据公告，复星集团

目前持有长园集团5%的股份，而

此次受让的只有2.55%， 因此，复

星集团此前已买入了2.45%的股

权。另外沃尔核材布局长园股权在

2014年1月已经开始，到5月27日，

沃尔核材与其他一致行动人合计

持股达到4317.55万股，达到了5%

的举牌线。复星集团、沃尔核材、长

园集团管理层等多个主力角逐，给

市场带来想象，该股在二级市场也

受到了热捧。

不过， 昨日深交所盘后公布

的公开信息显示， 在昨日买入长

园集团的前五大席位中， 有两个

席位为机构专用， 买入金额分别

为3244.31万元、2194.84万元；而

在前五大卖出席位中， 则出现了

四个机构席位， 卖出金额分别为

2896.05 万 元 、2831.95 万 元 、

2225.21万元和2136.98万元。 由

此来看， 机构对于该股的后市行

情已经产生分歧。

分析人士指出，公司身傍苹

果概念、智能电网、重组预期等

多个概念， 短期受到资金热捧，

不过考虑到该股股价已经逼近

历史高位，短期面临的回调压力

也在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