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生银行融资买入创阶段新高

□本报记者 张怡

昨日， 民生银行股价缩量

下跌0.63%，报收6.36元。 不过

在两融市场上， 周二民生银行

的融资买入额和净买入额均较

此前大幅增长， 净买入额在今

年首次过亿元且跃居净买入额

排行榜之首。

据Wind数据，8月19日，民

生银行以1.63亿元的净买入额

登上了融资净买入额排行榜的

首位， 融资买入额的大幅增长

是主要原因。数据显示，当日民

生银行的融资买入额为2.77亿

元， 较上个交易日的1.19亿元

大幅增长， 而融资偿还额并未

出现明显波动。自2014年以来，

民生银行的融资净买入额就未

曾超越亿元大关，直到8月19日

才突破， 而且该数额是自2013

年10月以来的新高， 显示出近

期融资客对民生银行的兴趣再

度大增。

消息面上，日前有媒体报道

称， 为了提振银行等大盘蓝筹

股，上交所决定从9月1日到9月

19日共14个交易日， 要求14家

在上交所交易的上市银行，每天

一家在上交所内展开路演，推介

各家中报业绩。 分析人士认为，

沪港通上线日期逐渐临近，此举

颇有铺路沪港通的意味。

从行情走势上看，民生银行

自7月22日至28日的大涨之后，

就开始进入调整，吞噬了近一半

的涨幅， 当前公司的市盈率

（TTM）为4.9倍，依然处于较

低的位置。 分析人士指出，沪港

通引发了市场对低估值蓝筹板

块的关注度快速提升。由于当前

经济面、政策面和资金面均对股

指形成助力，银行板块的估值仍

处于历史低位，上交所此次提供

平台大力推介，或吸引部分资金

提前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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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天味业（603288）

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齐鲁证券研究报告指出，上半年公

司主力产品销售稳健增长， 中高端产

品销量占比提升， 原材料等生产成本

下降，共同推动毛利率、净利率持续提

升。公司整体毛利率为41.19%，比去年

同期提高1.73个百分点。 销售净利率

高达21.79%，遥遥领先同行。海天酱油

业务的高毛利率得益于强大的品牌 、

全方位领先的管理水平和规模效应 ，

其产能几乎是行业第二名到第五名的

总和，供应链管理、原料利用率等指标

均高于其他企业。 公司推出高端、健康

的“海天老字号” 系列新品，同时“招

牌拌饭酱” 等潜力产品也继续获得高

速发展。 预计下半年高端品类增速在

30%-40%之间，预计高端酱油品类今

年占比将提升到33%左右。

此外，公司蚝油、调味酱等非酱油

产品高速增长。 蚝油实现营业收入

6.34亿元，同比增长25.59%；调味酱实

现 营 业 收 入 8.57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23.02%。 非酱油产品的快速增长使公

司在非酱油领域的市场占有率得到较

大提升。

预计海天未来将进一步加强行业

并购， 并充分运用在调味快消品行业

的管理、渠道、技术等优势，多元化做

大调味品主业，推进行业整合。 预计未

来公司将强化料酒、 佐餐酱等业务发

展，类似“广中皇腐乳” 式的扩张或将

持续进行。

目前传统调味品行业处于大变革

时期，调味品行业高端化、品牌化趋势

将造就行业未来的黄金十年。 消费者高

端化、品牌化的需求不是小品牌、小公

司能满足的，只有行业龙头才能满足消

费者品牌、品质的诉求。 行业龙头将长

期享受品牌化、高端化的红利，收入、利

润增速将显著快于行业平均增速。 同

时，消费者由购买单一调味品逐步升级

至购买整套厨房调味方案，这将直接导

致优秀调味品企业高增长和中小企业

加速退出并存，致使行业集中度稳步提

升。 预计公司2014-2015年EPS为1.36

元和1.67元，维持“买入” 评级。

银河磁体（300127）

静待热压钐钴发力

东兴证券研究报告指出，传统光盘

驱动器与硬盘驱动器磁体需求企稳 。

公司上半年光盘驱动器磁体销售收入

几乎与去年同期持平， 毛利率下降

3.11个百分点； 硬盘驱动器磁体销售

收入同比下降7.02%，毛利率提升3.36

个百分点。 PC出货量增速下滑所引起

的粘结铝铁硼需求的下滑， 已然筑底

回升， 公司近两年来业绩下滑的主要

风险已经充分释放。

汽车用磁体稳步增长。公司上半年

汽车用磁体销售收入增长14.81%，占

营业收入的比重提升至22.5%，公司战

略转型初见成效。 近年来随着PC出货

量增速的下降以及固态硬盘的影响 ，

公司传统业务受到了较为严重的冲

击，营业收入和净利润连续两年下滑。

公司在深入分析整个粘结铝铁硼市场

的新格局之后， 明确提出了未来重点

发展汽车用高端铝铁硼磁体的发展战

略。 随着汽车智能化程度的提高，单位

铝铁硼用量会进一步提升， 因此看好

公司长期发展， 汽车用磁体的营业收

入与利润占比将会进一步提升。

静待钐钴磁体与热压磁体带来的

增量爆发。 公司上半年其他磁体营业

收入同比大幅度增长46.85%， 其主要

增量来自于钐钴磁体的小批量生产 。

公司从2012年开始实施的钐钴磁体项

目已经开始小批量生产， 热压磁体项

目已经有少量样品通过客户认证。 同

时，公司提出从下半年开始将科目“其

他磁体” 变更为“其他粘结磁体” ，以

区分钐钴磁体、热压磁体等产品，可以

推断出下半年钐钴磁体和热压磁体批

量供货的可能性。

公司为全国最大的粘结铝铁硼生

产企业， 无论是技术还是市场均有绝

对优势。 随着传统业务下滑风险的完

全释放， 公司战略转型初见成效 ，钐

钴、热压磁体项目爆发在即，公司投资

价值凸显。 上调公司2014-2016年盈利

预测至0.23、0.31、0.39元， 维持 “推

荐” 评级。

通策医疗（600763）

处于快速发展初期

国元证券研究报告指出，公司当前

业务主要布局于口腔专科， 初步拓展

IVF（生殖）业务。 公司目前拥有主要

口腔分院九家，2014年中期收入2.5亿

元，利润5000多万元。

今年初公司实际控制人吕建民亲

自出任公司总经理职务， 意义重大，标

志着公司进入加速发展期。 首先，重新

梳理了供应链业务，与海外先进生产商

建立直供关系。 主要设备采购成本下降

一半，后续耗材成本也将明显下降。 其

次，在业务拓展方面，未来5年加快在浙

江省内开设50家分院。鉴于公司在省内

已经具备了可持续复制的几个因素，包

括对患者的聚积力和对医生的凝聚力

等，预计未来成功概率很大。

省外扩张也在进行，口腔业务基于

品牌和医务人员两大要素的限制 ，发

展时间要长些， 但生殖业务很有可能

超预期。 一是公司合作伙伴英国波恩

公司实力全球第一 （学术带头人是诺

贝尔获奖者）；二是需求很旺盛，开院

当年就能小赚 （一般综合医院的盈利

周期在3年左右），盈利弹性相当大。

公司建立了良好的激励机制，通过

员工基金将管理层和股东的利益趋于

一致，为后续快速发展打下扎实基础。

环顾全球顶尖的综合医院集团， 他们

的净利润率在10%-15%附近，长期合

理估值在40-50倍PE， 通策医疗净利

润率在20%以上，且处于发展初期，可

持续性强，可以享受更高的估值。 给予

公司“推荐” 评级，预计未来两年EPS

分别为0.73、0.93元。

发改委开出反垄断最大罚单

“天价”罚单或引汽车零部件行业变局

□本报记者 魏静

近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对日本住友

等八家零部件企业价格垄断行为依法处

罚8.3196亿元，对日本精工等四家轴承企

业价格垄断行为依法处罚4.0344亿元，

合计罚款12.354亿元。随着反垄断天价罚

单的出炉， 市场主流机构一致认为针对

豪华车销售和维修的反垄断调查还将深

入推进， 后续将给汽车行业带来深远影

响。 分析人士指出，这一“天价” 罚单，不

会马上改变汽车品牌销售的模式， 短期

内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压低零部件的价

格，压缩零部件企业的利润空间；但中长

期来看， 国内零部件售后体系的逐步放

开将是该行业的一大看点， 这在客观上

反倒对有实力的国内零部件厂商构成中

期利好。

反垄断调查深入

发改委开天价罚单

8月可谓是汽车行业的多事之秋，自

发改委宣布对汽车行业进行反垄断调查

以来，该行业一直风波不断。 先是整车厂

商捷豹、路虎宣布对部分车型厂商指导价

进行下调；随后奥迪、奔驰、宝马、广汽本

田以及广汽丰田等车企也宣布下调配件

价格。

国家发改委网站昨日挂出的最新工

作动态显示，近日国家发改委对日本住友

等八家零部件企业价格垄断行为依法处

罚8.3196亿元，对日本精工等四家轴承企

业价格垄断行为依法处罚4.0344亿元，合

计罚款12.354亿元。

经查实，2000年1月至2010年2月期

间，日立、电装、爱三、三菱电机、三叶、矢

崎、古河、住友等八家日本汽车零部件生

产企业为减少竞争， 以最有利的价格得

到汽车制造商的零部件订单， 在日本频

繁进行双边或多边会谈，互相协商价格，

多次达成订单报价协议并予实施。 价格

协商涉及中国市场并获得订单的产品包

括起动机、交流发电机、节气阀体、线束

等13种。 经价格协商的零部件用于本田、

丰田、日产、铃木、福特等品牌的20多种

车型。 截至2013年底，当事人经价格协商

后获得的与中国市场相关的多数订单仍

在供货。

而2000年至2011年6月期间， 不二

越、精工、捷太格特、NTN等四家轴承生产

企业在日本组织召开亚洲研究会，在上海

组织召开出口市场会议，讨论亚洲地区及

中国市场的轴承涨价方针、涨价时机和幅

度，交流涨价实施情况。 当事人在中国境

内销售轴承时，依据亚洲研究会、出口市

场会共同协商的价格或互相交换的涨价

信息，实施了涨价行为。

国家发改委指出，八家汽车零部件企

业和四家轴承企业涉嫌达成并实施了汽

车零部件、轴承的价格垄断协议，违反了

我国《反垄断法》规定，排除、限制了市场

竞争，不正当地影响了我国汽车零部件及

整车、轴承的价格，损害了下游制造商的

合法权益和我国消费者利益。 两个案件

中， 当事人多次达成并实施价格垄断协

议，违法行为持续时间超过10年，违法情

节严重，国家发展改革委依法予以从重处

罚，同时对主动提供重要证据的相关当事

人适用了《反垄断法》减轻或免除处罚的

条款。

零部件行业或现变局

应该说， 此次发改委开出的天价罚

单， 表明决策层打破汽车行业垄断格局

的决心， 预计后续有关汽车行业反垄断

的调查还会进一步深入。 就影响而已，此

次反垄断调查对整车层面的影响不会太

大，毕竟打压合资车企主流车型的车价，

还会对国内自主品牌形成较大的压力；

不过其对汽车零部件行业的影响可谓是

深远。

毋庸置疑，此次汽车行业反垄断的重

点在于零配件部分，焦点是畸高的零配件

价格。一般而言，国外的零整比（即具体车

型的配件价格之和与整车销售价格的比

值）不超过300%，而国内的零整比通常都

超过400%。 这方面垄断的原因，在于《汽

车品牌销售管理实施办法》赋予了整车厂

极强的话语权。根据《办法》规定，经销商

需要获得汽车厂商的授权后才能够到工

商部门登记获取经营资格，并且规定供应

商设计的零部件知识产权归整车厂家。这

也就意味着4S店的零部件必须全部从厂

家获取，零部件的定价权归厂家。 而为了

弥补售后服务的一系列费用，整车厂一般

都会有一定程度的加价，客观上就导致了

零配件价格的高企。

首创证券认为，短期内行业反垄断并

不改变汽车品牌销售的模式，只是在一定

程度上压低了零部件的价格，从而直接影

响了零部件行业的盈利。 不过，中长期来

看，国内零部件售后体系逐步放开是零部

件行业的看点，对有实力的国内零部件厂

商构成利好。

另外，长江证券也认为反垄断对汽车

行业将产生深远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

点：一是价格反垄断将促使汽车行业整体

价格体系的下沉，整车企业的利润空间整

体将承压；二是下游经销商的产业链地位

相对提升，议价能力提高，不过目前要完

全摆脱整车厂的约束还为时过早；三是售

后服务市场面临显著机遇，随着反垄断的

深入，售后服务尤其是独立第三方后服务

市场将获得成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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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

9

，

3

）

%D

（

3

）

↓88.51

↑84.97

↑76.62

↑70.70

↑77.73

↑73.86

技 术 指 标 上 证（综指） 沪深300 深 证（成指）

心 理 线

PSY

（

12

）

MA

（

6

）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5.55

动向指标（DMI）

+ DI

（

7

）

—

DI

（

7

）

ADX

ADXR

↓21.74

↑7.71

↓55.45

↓66.44

↓19.77

↑9.03

↓50.03

↓63.27

↓16.57

↑9.94

↓40.94

↓59.48

人气意愿指标

BR

（

26

）

AR

（

26

）

↓152.51

↑180.01

↓156.37

↓171.02

↓166.13

↓172.03

威廉指数

%W

（

10

）

%W

（

20

）

↑12.77

↑18.77

↑22.57

↑29.27

↑21.99

↑27.06

随机指标

%K

（

9

，

3

）

%D

（

3

）

%J

（

3

）

↓88.51

↑84.97

↓95.60

↑76.62

↑70.70

↓88.45

↑77.73

↑73.86

↓85.48

动量指标

MOM

（

12

）

MA

（

6

）

↓16.88

↓38.08

↓-9.48

↓23.06

↓16.16

↓99.15

超买超卖指标

ROC

（

12

）

↓0.75 ↓-0.39 ↓0.20

东北振兴催涨龙江交通

□本报记者 徐伟平

受益于振兴东北政策出台，

昨日东北本地股涨势居前，其中

龙江交通受到资金热捧，早盘便

快速涨停。

龙江交通早盘小幅高开后，

便快速拉升， 不到20分钟便封

死涨停板， 尾盘报收于3.14元。

值得注意的是，昨日龙江交通的

成交额为9617万元， 较前一个

交易日明显放量，显示资金对该

股的热捧。

昨日， 中国政府网发布了

《国务院关于近期支援东北振

兴若干重大政策举措的意见》，

提出11方面35条政策措施，从

基建项目、国企改革到产业支援

等领域明确了扶持举措。受此消

息刺激，东北本地股表现抢眼。

分析人士指出，国家战略和

区域发展的有效结合是《意见》

的最大亮点。 不论是财政政策、

产业政策、国有企业改革等国家

宏观层面的政策，都跟地方有了

深度的对接，具体政策在落地上

不是泛泛而谈，而是在具体的实

施办法、资金支援等方面有了切

实可行的方向。龙江交通前身为

东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有

望成为振兴东北政策的直接受

益者。

机构游资合力 亚夏汽车连涨

□本报记者 魏静

虽说汽车股是本轮反弹行

情的先锋力量，但亚夏汽车在反

弹初期表现总体平平，直到发改

委推动汽车业反垄断调查后，亚

夏汽车领衔的自主品牌车企才

开启一波凌厉的升势。

最近两个交易日， 亚夏汽

车连续封死涨停板， 报收9.46

元，复权价格创出2013年3月中

旬以来的新高值。 应该说，亚夏

汽车的最近一波升势始于8月5

日， 期间该股多次出现接连涨

停的情形。 截至昨日收盘，该股

已期间已累计飙涨41.83%，显

著跑赢同期汽车板块以及大盘

指数。

分析人士指出，触发亚夏汽

车快涨键的是近来发改委推动

的反垄断调查。安信证券近日发

布汽车行业周报表示，汽车行业

反垄断步入深水区，短时间内有

利于豪华车销量的增长，为豪华

车配套的零部件厂商将受益较

大， 经销商企业也将因此受益。

不过，如果在一系列反垄断措施

之后，国家出台扶持自主品牌政

策，则自主品牌车企或将迎来绝

对反弹机会。

事实上，亚夏汽车的接连暴

涨，还是获得了游资和机构的双

双认可。据深交所盘后的公开交

易信息显示，亚夏汽车买入前五

席位中，除了有四家营业部席位

外， 还有一家机构专用席位，买

入额为590万元。 分析人士表

示，如果短期亚夏汽车继续获得

机构的追捧，则其升势大概率仍

会继续。

金鼎：

调整提供建仓机会

昨日，大盘在再度创新高之后，盘中

一度出现跳水，做空动能主要来自银行和

地产这两个板块， 而个股行情依然精彩，

如果不是银行和地产股刻意压制，大盘昨

日不排除向上触摸2260点。 从盘面上看，

沪市个股表现明显弱于深市， 交运设备、

林场改革、东北振兴板块大幅上涨，白酒、

港口航运、粤港澳自贸区涨幅也超过1%。

另外， 航天军工似乎又开始蠢蠢欲动起

来，投资者可适当关注。

大盘从2000点起步以来，上涨了200

多点，确实累积了一定的获利盘，但是这

个200点相对未来的涨幅来说， 是微不足

道的。 多头主力用心良苦，牛市已经开启，

每一次调整都是机会。

楚风：

本周或选择突破方向

周三市场继续高位盘整。上证指数在

周二突破2238点之后，周三在做技术性回

抽确认；尾盘依然能够强势站在2238点之

上，显示整个市场的短期向上趋势依然没

有被打破。 如果不出意外，本周末A股将

选择突破方向。

看点一：周三在进行技术性夯实。 从

消息面看，证监会又批准了一批新股。 证

监会已经明确了今年发行的大概数量，因

此市场的纠结程度不会很大。周二上证指

数突破了2238点，周三需要一个主动回抽

确认的动作来夯实2238点一线。而一旦站

上这一线，只要不出现外部利空，那么进

一步进攻2364点的概率就大增。

看点二：注意周末的方向性选择。 从

本周前三个交易日情况看，A股目前运行

依然良好，本周末应该会有上下的方向性

选择。 从整体情况来分析，周末选择继续

上行的概率偏大。但是由于外围市场不稳

定， 也不排除空头偷袭的小概率事件发

生。上证指数不跌破5日线，就可继续持股

做多； 而一旦上证指数收盘跌破五日线，

则应该进行主动离场操作。

看点三：航空、智能家居、医药、白酒。

虽然近期热点概念不少，但是笔者认为航

空、智能家居、医药、白酒值得重点关注。

航空业主要关注资产整合，其中涉及军工

的个股应该更值得注意。智能家居应该是

未来人类发展的一个大方向，相关概念近

期资金关注度很高， 因此可以重点关注。

医药和白酒是近期资金持续流入度最大

的两个板块，短期都应该会有较为强劲的

走势。 特别是业绩增长良好的治疗癌症、

糖尿病之类的企业希望更大。白酒中还是

以业绩稳定的个股为首选。

看点四： 没有重大利好，A股纠结上

行是正常的。 目前市场消息不断，但是重

大利好有限。机构投资者主要是以政策导

向在判断市场的趋势，而这一能力中小投

资者是绝对缺乏的。 这种情况下，市场的

上行就会出现多空相互博弈的格局。中小

投资者想做多又不敢做多，一旦指数上涨

幅度较大就会有回避的意愿出现。老牌做

空力量依然会寻找做空机会，毕竟多年来

中国股市做空远比做多容易。而一部分不

坚定的做空力量，在经历多次挫折之后会

主动转向。 市场做多主要以机构为主，做

空主要以游资为主。 在重大利好出现之

前，这样的格局还会继续保持下去。

喜依依：

市场整体偏强势

受第三批新股发行启动消息的影响，

昨日两市大盘低开， 随后维持低位震荡，

最终以小幅下跌报收， 成交量有所萎缩。

热点主要集中在题材股上，东北振兴35条

出台，相关个股受刺激大幅走强，龙江交

通、吉林森工、营口港涨停，华电能源、龙

建股份、长春经开、中科英华、宋都股份、

锦州港、大连港、合金投资等个股大幅走

强，成为早间最为活跃的一个板块。 该板

块持续性预计不会太强，建议不要追涨。

昨日涨停板上集中了一批出公告复

牌或者出消息的个股，近期复牌股连续几

个涨停乃至翻番的情况不在少数，在赚钱

效应示范下， 目前还有220多家个股处于

停盘状态， 几乎占了总数量的10%左右，

这一情况跟2006、2007年有点像。

昨日跌幅榜以近期强势股为主，诸如

中国软件、永泰能源、青岛金王、湘潭电

化、粤传媒、锡业股份等都在内，跟短期获

利盘过多、兑现欲望强烈有很大关系。

昨日个股涨跌互现，总体来说市场偏

强势，虽然随时可能有调整出现，但多数

以单日阴线乃至分时调整为主，投资者依

然可以继续持股，以相对积极的态度对待

市场。（武俊雪 整理）

更多详情请登录中证博客 http:

//blog.cs.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