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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走势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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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驼股份（601311）

两因素拉动业绩超预期

骆驼股份于 2014年 8月 6日发布

2014年半年报。 公司今年上半年实现营

业收入23.44亿元，同比增长15.83%；营

业利润3.30亿元， 同比增长51.02%；归

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2.90亿元， 同比

增长46.42%； 扣非净利润2.62亿元，同

比增长44.58%。

海通证券指出，公司业绩超预期主

要原因是起动电池毛利率上升和投资

收益大幅增加。 而且2013年以来，公司

对高端车供货量逐渐提升。 推动公司切

入高端车供应链的主要因素包括产品

性能持续提升、整车厂认证通过、众多

新车型推出。 预计2014年公司配套市场

销量增长有望超过20%，配套市场占有

率将超30%。

海通证券表示，2009年以来， 公司

一直致力于起停AGM电池的开发，产

品质量和性能逐步提高，第四代产品的

主要性能达到了VDA标准要求，现正在

投入试产阶段，第五代产品也正在设计

研发之中。电池性能已达到VW75073标

准要求。 公司AGM起停电池在襄阳公

司已组建了一条生产线，目前一期已形

成班产200只产能， 富液起停研发出14

款新产品并部分实现配套供货；AGM

起停电池通过沃尔沃、东风乘用车的产

品认证，并已成功实现配套供货。 海通

证券维持“买入” 投资评级。

聚龙股份（300202）

完善产业布局

新产品新业务推广顺利

聚龙股份8月6日发布2014年半年

报。 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6989万元，同比增长57%；净利润6315

万元， 同比增长59%， 扣非后净利润

5639万元，同比增长73%。

广发证券指出， 公司主导产品继续

快速增长，新产品新业务也在顺利推进。

从细分产品来看， 清分机系列实现收入

21093万元，同比增长59%；点钞机系列

实现收入3579� 万元，同比增长220%；新

产品、 新业务方面， 新一代存取款一体

机、柜员循环出钞机、全自动现钞清分环

保流水线、 硬币兑换机等新产品及现金

运营服务外包新业务持续在商业银行顺

利推广试用。

广发证券表示，公司不断完善整体

产业布局。 2014年上半年先后设立忻州

聚龙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安阳聚龙鑫融

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辽宁聚龙海目

星智能物流科技有限公司，此举有利于

公司完善在清分外包服务领域及现钞

流通领域的布局，积极把握良好市场机

遇，寻求新的业务增长点。 公司纸币清

分机将继续快速增长，多个新产品也有

望实现放量， 共同推动业绩持续高成

长，广发证券维持“买入” 评级。

法拉电子（600563）

受益新能源汽车市场爆发

扩张计划全面启动

法拉电子8月6日发布2014年半年

报。 公司上半年收入和净利润为7.22亿

元 和 1.54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7.8% 和

23.1%。

中信证券指出， 公司目前是我国

最大、 全球第三大的薄膜电容器和薄

膜电容器用金属化膜的专业制造厂

商，自上市以来，公司增长稳健，收入

和净利润复合增速为16.5%和18.5%，

季度毛利率和净利率稳定在 30-40%

和15-25%超高水平。 而且公司是全球

新能源汽车用薄膜电容的主流厂商，

将深度受益于全球新能源汽车的爆

发。 在中国市场，公司与比亚迪等国内

厂商深度合作 ，2013年比亚迪贡献收

入约100-200万元。

中信证券表示，公司新一轮资本开

支和产能扩张计划已全面开启。 首先，

公司前期计划投资1.12亿元用于新能源

用薄膜电容器扩产项目，截至目前土建

工程及配套设施已完成并投入使用，累

计投入9137万元， 项目进度81.2%；其

次，厦门海沧新厂区———三期工程预算

5500万元已实现全额投入，目前已转固

4280万元；最后，公司于2014年2月出价

4362万元购买厦门市海沧区9万平方米

地块，产能布局有望支撑未来业绩持续

增长。 中信证券维持“买入” 评级。

并购湖北新火炬 双林股份连续涨停

□本报记者 徐伟平

停牌逾三个月的双林股份

本周二发布公告称，公司拟并购

湖北新火炬。 受此影响，该股连

续两个交易日一字涨停，期间成

交额分别为54万元和245万元，

投资者惜售情绪显著，后续双林

股份有望延续升势。

双林股份8月5日发布公告

称，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的方式收购湖北新火炬100%

股权，标的资产主要从事汽车轮

毂轴承及其单元的研发、生产和

销售，此次交易作价8.2亿元，交

易对方承诺其2014至2016年度

的扣非后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9000万元、1.1亿元和1.3亿元。

分析人士指出，双林股份原

先产品主要由座椅系统零部件、

内外饰系统零部件、空调系统周

边零部件、 发动机周边零部件、

精密注塑零部件构成。本次交易

完成后，其产品结构将延伸至汽

车轮毂轴承领域，填补该产品板

块的空缺，提升冲压类产品的设

计能力和技术层次，丰富安全件

类零部件的品种。其将得以从既

有汽车零部件及配件、 塑料件、

五金件、 模具的设计、 开发、制

造、加工领域出发，进入汽车轮

毂轴承领域。同时其还将借助新

火炬业务平台，进一步扩大对海

外市场的渗透和控制，提升公司

的核心竞争力。后续双林股份有

望延续升势。

航天机电现1.3亿融资偿还

□本报记者 龙跃

沪深股市本周二冲高回落，

初露短期疲态。 不过，场内个股

的做多氛围仍然保持良好，只有

少量个股出现融资大幅偿还。其

中，航天机电8月5日出现了1.32

亿元的融资净偿还，高居全部两

融标的股之首。

从8月5日两融数据看，航

天机电当日实现6480.92万元的

融资买入，出现1.97亿元的融资

偿还，这使得该股出现1.32亿元

的融资净偿还，成为当日唯一一

只融资净偿还额超过亿元的两

融标的股。前一交易日的巨量融

资偿还也给昨日该股走势带来

一定负面影响，从盘面看，航天

机电昨日早盘一度大幅回落，盘

中最大跌幅接近2%。

航天机电融资净偿还放大

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中期业绩

不佳。 根据公告，公司预计2014

年中期净利润将较去年同期减

少80%左右。如此大幅度的业绩

减速，显然会导致投资者持股信

心不足，给股价带来一定负面压

力。 实际上，在7月12日发布预

减公告后，航天机电股价基本呈

现横盘滞涨的走势。

不过， 分析人士对于公司

后续走势仍然比较看好。 宏源

证券指出， 公司上半年业绩不

佳的主要原因在于集团公司的

审批影响了公司出售光伏电站

的进度。 从中期角度看，公司在

光伏和汽配领域的发展仍然值

得长期看好。

机构狂买 江铃汽车创三年新高

□本报记者 魏静

作为本轮反弹的先锋军，

汽车板块近来一直延续45度角

的上攻态势， 其中江铃汽车等

汽车股更是悄然创出了三年多

以来的股价新高值。 而且即便

是在股价新高附近， 机构仍扎

堆追买该股。 目前来看，在业绩

及估值的双重推动下， 汽车股

的反转趋势渐趋明朗， 投资者

可继续持股待涨。

昨日，在江铃汽车7月销量

超预期的带动下， 该股高开高

走， 盘中出现了一波迅猛的拉

升， 收盘其涨幅高达8.06%，报

收33.39元， 创出了2011年4月

中旬以来的新高值。

根据江铃汽车的7月销量

报告，尽管7月向来是传统的车

市淡季，但公司7月销量却同比

增长33.17%， 主要来自于轻卡

业务（同比+68.46%）、轻客业

务（同比+11%）、SUV业务（同

比+137.8%） 等三大业务的快

速放量。

分析人士表示，汽车股盈利

的回升早已成为市场共识，其月

度销量的超预期，只会进一步推

动汽车股的反转行情。

此外，根据江铃汽车的盘后

交易信息显示，昨日江铃汽车买

入席位前五均为机构席位，且买

入额介于657万元-1599万元，

卖出席位前五位中仅出现了一

个机构席位，卖出额也仅为425

万元。 也就是说，昨日江铃汽车

销量数据的超预期，进一步强化

了机构追买该股的热情，投资者

可继续持股待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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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气回升 个股普涨

畜禽产业链迎布局良机

□齐鲁证券 谢刚

7月底畜禽产业链价格出现明显上涨。

历史统计显示，每当猪价持续显著上涨，养

殖股股价都会更上一层楼。整体上看，能繁

母猪存栏下降明确， 同时国内宏观经济转

向， 中期利好因素增强，2015年生猪供需

格局改善和景气明显回升可期。同时，按趋

势来说，“猪价反转” 2015年节前无法证

伪也为畜禽链投资提供安全的时间窗口；

按市值空间来说， 当前部分生猪龙头向上

空间存在， 但禽业股和饲料疫苗的风险收

益比则更高。因此，畜禽产业链值得积极增

持， 而畜禽链机会也将扩散至饲料和兽药

以及其他非龙头养殖股标的上。

景气度回升 养殖股普涨

截至7月底、8月初， 全国猪价继续上

涨，瘦肉型猪已涨至14.17元/公斤，猪肉

价格涨至21.32元/公斤、 仔猪价格跌至

24.85元/公斤。 目前，猪价跨过盈亏平衡

点， 且7-8月份出栏大猪偏离正常水平最

多，供不足需最明显，同时也是猪价上涨

最快的阶段。 继猪价进入实质性上涨区

域，再加上国内宏观经济回暖提振，行业

中期利好因素明显增强，三季度养殖股也

迎来普涨。

就投资节奏来看，当前属于第二波投

资机会———即普涨阶段。 实际上，本轮畜

禽养殖股投资节奏分为两部分。 其一是

4-7月份能繁母猪存栏大幅下降导致反转

预期强烈，以预期推动为主，表现为龙头

股领涨阶段； 其二则是7月份以后兑现猪

价上涨幅度，以业绩拉升为重，表现为当

前的普涨阶段。

其中，在第一阶段，因为资本市场对于

猪价是否反转分歧较大， 投资者更多是投

资生猪养殖股龙头、 其他生猪养殖股未有

明显表现。而现在第二阶段中，养殖股需要

兑现猪价上涨预期， 只有在猪价开始上涨

并有持续表现， 养殖股才会有台阶式上涨

行情，亦即股价迅速拉升后作为平台，等待

猪价进一步刺激。 这段时点一些此前非反

转预期的人也会阶段性操作， 主要标的更

多是以前期涨幅较小的非龙头为主。因此，

在当前畜禽养殖股投资处于猪价跨过成本

线后的实质性上涨所带来的第二波普涨行

情中，非龙头弹性可能更大。

受益养殖产业 兽药景气逐季回升

二季度之后， 国内养殖行业迎来存栏

增长、盈利好转并存两大利好。而受益于这

两大驱动指标向好， 国内兽药行业景气也

逐季向上。一方面，存栏量回升带来兽药需

求回升；另一方面，养殖户实现盈利后，对

部分高端疫苗以及兽药需求量回升， 头猪

及单羽防控成本之处将出现环比提升。 由

此，兽药行业总体需求量明显回升，相关兽

药公司的业绩呈现出环比改善态势。

预计2020年国内兽药行业规模将达

1000-1500亿元，其增长驱动力主要来自

于规模养殖户占比提升带来的疫苗和兽

药制剂渗透率的提升、政府招标苗逐步向

市场苗转移所带来疫苗行业的价值提升、

中兽药保健品渗透率的大幅提升，未来国

内宠物制剂和疫苗的市场规模应该在

100-150亿元，以及未来国内水产药苗的

市场规模在150-200亿元。

此外，国内兽药龙头的合作与并购也

方兴未艾。 瑞普生物上市后先后并购或合

资成立多家兽药企业，湖北龙翔、内蒙古

大地、天津赛瑞多肽、北京博莱得利等则

主要以扩充原料药、中兽药、多肽产品和

宠物药苗产品线为主，而湖南中岸和山西

瑞象则以销售区域和渠道偏重；大华农先

后收购佛山正典进入寄生虫疫苗领域，并

与珠江水产研究所合资成立公司进入水

产药苗领域；天康生物控股吉林曙光进入

禽流感疫苗领域。

在畜禽产业链景气度整体回暖的背景

下， 产业链个股的布局机会也在悄然登场。

具体来看，就投资标的来说，中期核心仓位

依然推荐以禽业股为主、部分非龙头生猪养

殖股为辅、局部做多三季度畜禽链行情。 因

为在本轮猪周期中，禽业股弹性比猪产业链

更大、业绩确定性也将猪产业链更大，目前

处于反转阶段右侧初期，随着整个产业链各

环节相继复苏，行业将呈现齐涨状态，总体

风险收益比更佳。 此外，鉴于2015年生猪行

业景气度好于2014年， 禽类养殖也已经实

现反转，景气度将持续到2015年，因此兽药

行业的需求料将持续好转，值得重点关注。

城镇化+交通建设 双引擎助推西藏发展

□本报记者 魏静

上个月底，交通运输部印发了《关于

进一步推进西藏交通运输科学发展的若

干意见》， 提出到2020年西藏公路总里

程要达到11万公里。 此外，8月4日上午，

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主持召开自

治区党委常委会议， 研究部署全区城镇

化工作， 并提出推进城镇化是推动区域

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 是实现全区跨越

式发展的重要抓手。 分析人士表示，西藏

发展接二连三获得政策扶持， 这无疑会

利好区域内相关个股。

城镇化助力

西藏发展显著提速

今年以来， 中央和地方重点项目

投资为推动西藏经济平稳增长提供

了良好的支撑。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

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西藏实现生产

总值 376亿元，同比增长 11 .7% ，这一

增速远高于全国上半年GDP7 .4%的

增幅，居全国首位。 具体来看，今年上

半年西藏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395亿元，增长 24 .0% ，其中落实国家

投资296亿元。

另据相关媒体公布的信息，今年上

半年，西藏的国家“十二五” 规划项目

开复工197个，在建181个、完工5个，完

成投资128.85亿元。其中，总投资达300

亿元的西藏“两江四河” 造林绿化工程

启动， 投资近50亿元的拉洛水利枢纽

及配套灌区正式开工建设。 同时，林芝

机场、贡嘎机场航站楼改扩建、多布水

电站等一批项目获批。 拉日铁路、旁多

水利枢纽、川藏联网工程、藏青工业园

基础建设等重点项目也带动西藏经济

发展明显提速。

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主持

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议，研究部署全

区城镇化工作。 业内人士认为，这将是

西藏区域发展的又一大引擎。

会议指出，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

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召开的第一次

城镇化工作会议 ， 会议科学分析了

我国城镇化发展形势 ， 明确了推进

城镇化的指导思想 、主要目标、基本

原则 、重点任务，从战略和全局上作

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 ， 对于统一思

想 、凝聚共识 ，推动城镇化沿着正确

方向发展 ， 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和指

导作用。 会议提出，推进城镇化是解

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 ， 是推动区

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 ， 是实现全

区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抓手 ， 对我区

到 2020年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

意义 。 会议强调 ，要认真贯彻中央部

署要求，紧密结合西藏实际 ，科学有

序 、 积极稳妥地推进全区城镇化建

设，努力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 、西藏

特点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

会议还提出了九大方面的要求。一

要贯彻一个精神， 即深入贯彻中央城

镇化工作会议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 、

李克强总理重要讲话精神， 坚持推进

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建设。 二要体现

一个特点，即立足于西藏的特殊区情，

充分体现边疆少数民族、 藏传佛教文

化、多元多样性、生态良好的特点。 三

要瞄准一个目标， 即紧紧围绕稳步提

高城镇化率这一目标。 四要坚持一个

原则，即从基本区情出发。 五要编好一

个规划，即坚持科学性、长远性、权威

性，进而高起点、高标准编制好城镇化

的各项专项规划。 六要优化一个布局，

即统筹考虑自然生态环境、产业发展、

交通网架和现有城镇分布。 七要强化

一个支撑， 即加大对产业发展的引导

和支持力度，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 八

要搞好一个统筹， 即统筹处理好当前

与长远的关系、城市与乡村的关系、边

境与腹地的关系、 新型城镇化与文化

传承的关系、 城镇化建设与突出民族

特色的关系、 优化城镇布局与产业发

展的关系、 推进城镇化与带动就业的

关系、建设新城镇与改善民生的关系、

城镇建设与保护生态的关系。 九要营

造一个局面，即各级党委、政府要把推

进城镇化摆上重要议事日程， 坚持政

策引导、试点先行，依靠群众、尊重意

愿，扎实推动城镇化健康发展。

西藏交通规划明确

区域基建迎高景气

根据西藏自治区政府的统计数据，

今年上半年， 西藏在交通建设方面完

成 公 路 建 设 投 资 57.7 亿 元 ， 增 长

60.5%。 截至6月末， 拉萨至林芝高等

级公路完成工程总量的 50%以上，公

路全长约409.2公里， 估算静态总投资

380亿元。 业内人士表示，这条公路的

开工建设标志着西藏自治区公路交通

超常规发展规划开始启动。 待工程建

成后，拉萨至林芝通行时间至少节约2

个小时以上。 同时，西藏农村公路项目

完成投资23.17亿元， 米林机场至八一

专用公路、 贡嘎机场至泽当专用公路

的嘎拉山隧道和雅江特大桥等项目也

相继开工。

铁路方面，备受瞩目的拉萨至日喀

则铁路有望8月通车。 据悉， 拉日铁路

全长253公里，设计时速120公里，海拔

在3600米至4000米之间， 设有13个车

站。 拉日铁路是“十二五” 期间西藏地

区投资规模最大的建设项目， 它的开

通，将彻底改变西藏西南部地区不通铁

路的局面，同时还将极大改善日喀则地

区的交通条件和投资环境， 对藏西南

70多万人口意义重大。

航空方面，西藏民航上半年新增航

线6条、新增通航城市4个，旅客吞吐量

增长20%，贡嘎机场日起降航班最高近

100架次。 能源建设领域，西藏能源建

设 完 成 投 资 49.5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51.9%，占年度目标的49.5%；水利建设

完成投资 21.3亿元， 占年度目标的

60.7%。 即将竣工的项目有旁多水利枢

纽、川藏联网工程；藏木水电站建设顺

利， 投资近50亿元的拉洛水利枢纽也

已经开工建设。

西藏交通运输的发展，离不开中央

政府投资的支持。 7月24日，交通运输

部印发了 《关于进一步推进西藏交通

运输科学发展的若干意见》。 《意见》

提出，到2020年，西藏公路总里程将达

到11万公里， 国道三级及以上公路比

重将达65%，铁路运营里程将达到1300

公里。 长江证券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

出， 目前西藏公路营运里程约7万公

里，铁路营运里程530公里。 根据《意

见》，2014-2020年西藏将年均新增公

路6000公里以上、 铁路120公里以上。

鉴 于 当 前 每 年 西 藏 新 增 公 路 里 程

2000-3000公里，因此预计《意见》将

带来公路增量约350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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