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16版 纺织服装与商业贸易

纺织服装行业研究

1、海通证券纺织服装行业研究小组（焦娟、唐苓）

贴近基本面 保持敏锐性

2015年我们提出全年 4条投资逻辑线，除前期推荐的棉纺织龙头企业业绩兑现外，更重点关注越南TPP关税协议、本币贬值等带来投资机会；下半年首推深耕细分子行业，借势外部力量，深化产业链的逻辑；把握定制及跨境电商两大行业方向，代表作《寻找新的行 业增

长逻辑———服装定制产业趋势》以及跨境电商系列报告，成功挖掘一批优秀的价值投资标的。

2、申万宏源证券纺织服装行业研究小组 (王立平、秦聪、许一帜 ) �

坚守价值成长主线

基本面研究扎实、调研务实深入是我们小组一贯风格，一直以来都坚守价值成长主线，推荐基本面较好的海澜之家、森马服饰、罗莱家纺、富安娜及基本面改善的奥康国际、报喜鸟。 2015年 5月，梳理行业内八大转型方向，推荐华斯股份、探路者、朗姿股份、七 匹狼等 转

型标的。 2015年，我们依旧坚守价值成长主线，推荐安全边际高的海澜之家、森马服饰和业绩反转的奥康国际。

3、银河证券纺织服装行业研究小组 (马莉、杨岚、陈腾曦、林骥川 )

建议配置两条白马投资主线

建议配置两条白马投资主线：其一，行业优质上市公司将行业的低迷期视为一个行业整合的契机，向上游整合优质供应商、向下游提升渠道整体质量、从自身角度不断强化管理水平，这些优秀公司逐步回归了业绩增长渠道。 其二，市场低迷也使另一类经营稳健、现金

流理想、分红率高的绝对价值个股出现极具吸引力的价格，在细致论证业绩的稳定性后，我们推荐联发股份、鲁泰A、航民股份。

4、东方证券纺织服装行业研究小组 (施红梅 、糜韩杰 、赵越峰 )

未来转型创新的小市值公司日益增多

纺织服装行业虽然是一个传统的行业，但从全球范围看诞生了不少千亿市值以上的公司 ，我们相信不远的将来，本土品牌中也会产生千亿市值的公司，为机构投资者提供长期的稳健回报。 同时纺织服装行业也是一个市场化程度很高、机制很灵活的行业，未来转型创新的

小市值公司也会日益增多，反映在资本市场上会呈现出很大的活跃度和弹性，这也是我们短期研究关注的一个重要方向。

5、光大证券 -纺织服装行业研究小组 (李婕、顾柔刚 ) �

品牌服饰行业基本面出现复苏迹象

我们洞悉行业发展脉络 ，2015年上半年牛市行情中主推转型、并购预期及高弹性带来的投资机会，下半年回归基本面，推荐业绩增长确定性强 、估值合理、基本面扎实的行业蓝筹标的。 我们认为 ，纺织服装行业未来的发展前景不仅体现在基本面好转上，也体现在转型

升级百花齐放、细分领域各有千秋的格局中。 行业复苏，坐看云起；不以物喜，不改初心。

商业贸易行业研究

1、国泰君安证券商业贸易行业研究小组 (訾猛 )

未来行业投资机会主要来自转型及主题

未来行业投资机会主要来自转型及主题 。 渠道类企业转型大多围绕互联网，包括跨境电商、生鲜电商及珠宝等垂直电商等；商品连锁类主要围绕品牌建设转型，尤其是黄金珠宝及快消品等。 近年来国企改革仍将贯穿行业全局 ，类似迪斯尼等主题行情将延续 ，行业发

展逐渐走向泛零售概念 ，主题类研究也将成为行业研究重要内容 。

2、安信证券商业贸易行业研究小组 (刘章明 )

让卖方的研究绽放出其应有的精彩

回顾四年的从业经历，我始终坚信勤奋是实现卖方价值最重要的途径之一。 希望我们在未来的时间段里能够将对待行业研究兢兢业业的态度以及拼搏的精神继续保持下去。 同时，我也将继续带领团队向更高的标准发起冲击。 安信零售研究将和业内其他同行一起 ，

秉承我们安信研究所以“价值和公信力” 为基础的研究风格和标准 ，让卖方的研究绽放出其应有的精彩，在全球的资本市场中彰显出属于中国的一份力量，谢谢！

3、海通证券商业贸易行业研究小组（汪立亭 、李宏科）

以细致的服务继续取得客户的信任和支持

2015年，我们力倡互联网+转型和国企改革，底部独家推荐一批股票，给投资者带来行业超额收益 。 我们也希望依靠团队十多年来积累的丰富经验，对行业和30余家公司的覆盖广度和深度 ，以及我们持之以恒的勤奋和前瞻研究，去挖掘转型融合、国企改革 、并购 重组

中的投资机会，并和产业共同探讨交流，迎接可能的新业态 、新模式和新机遇！

4、广发证券商业贸易行业研究小组（洪涛）

回归零售本质 行业整合加速

我们将持续关注如下领域：其一，回归零售本质，行业整合加速：龙头公司脱颖而出，引行业发展趋势，享受整合红利 ；其二，新消费新业态：跨境电商、社交电商、农村电商等新领域收益渗透率提升的用户红利 ，值得挖掘；其三，O2O值得期待 ：资本疯狂涌入，放 大了需

求和供给；其四，汽车后服务市场 ，转型领先的经销商龙头将充分收益于后服务市场的渗透率提升。

5、华泰证券商业贸易行业研究小组 (许世刚 ) �

紧密跟踪行业龙头转型动向

2015年，我们紧密跟踪行业龙头转型动向，在互联网+及消费升级等风口下成功独家挖掘出农产品、东方市场、潮宏基、苏宁云商等品种。 与此同时 ，我们也坚持深入产业研究，对跨境电商、社交电商、农村电商等进行深度调研和分析，成功举办多次专家交流活动 增进

产融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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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近基本面

保持敏锐性

2015

年我们提出全年

4

条投资逻辑线， 除前期推荐

的棉纺织龙头企业业绩兑现

外，更重点关注越南

TPP

关税

协议、 本币贬值等带来投资

机会； 下半年首推深耕细分

子行业； 把握定制及跨境电

商两大行业方向，代表作《寻

找新的行业增长逻辑———服

装定制产业趋势》以及跨境

电商系列报告， 成功挖掘一

批优秀的价值投资标的。

海通证券纺织服装

行业研究小组

（焦娟、唐苓）

坚守价值成长主线

一直以来都坚守价值

成长主线，推荐基本面较好

的海澜之家、 森马服饰、罗

莱家纺、富安娜及基本面改

善的奥康国际、 报喜鸟。

2015

年

5

月， 梳理行业内八

大转型方向， 推荐华斯股

份、探路者、朗姿股份、七匹

狼等转型标的。

2015

年，我

们依旧坚守价值成长主线，

推荐安全边际高的海澜之

家、森马服饰和业绩反转的

奥康国际。

申万宏源证券纺织

服装行业研究小组

(王立平、秦聪、许一帜)

建议配置两条白马

投资主线

建议配置两条白马投资

主线：其一，行业优质上市公

司将行业的低迷期视为一个

行业整合的契机， 向上游整

合优质供应商、 向下游提升

渠道整体质量、 从自身角度

不断强化管理水平。其二，市

场低迷也使另一类经营稳

健、现金流理想、分红率高的

绝对价值个股出现极具吸引

力的价格， 我们推荐联发股

份、鲁泰

A

、航民股份。

银河证券纺织服装

行业研究小组

（马莉、杨岚、

陈腾曦、林骥川）

未来转型创新的

小市值公司日益增多

全球范围看诞生了不少

千亿市值以上的公司，我们相

信不远的将来，本土品牌中也

会产生千亿市值的公司，为机

构投资者提供长期的稳健回

报。同时纺织服装行业也是一

个市场化程度很高、机制很灵

活的行业，未来转型创新的小

市值公司也会日益增多，反映

在资本市场上会呈现出很大

的活跃度和弹性，这也是我们

短期关注方向。

东方证券纺织服装

行业研究小组

（施红梅、糜韩杰、

赵越峰）

品牌服饰行业

基本面出现复苏迹象

我们洞悉行业发展脉络，

2015

年上半年牛市行情中主

推转型、并购预期及高弹性带

来的投资机会，下半年回归基

本面，推荐业绩增长确定性强、

估值合理、基本面扎实的行业

蓝筹标的。我们认为，纺织服装

行业未来的发展前景不仅体现

在基本面好转上，也体现在转

型升级百花齐放、细分领域各

有千秋的格局中。行业复苏，坐

看云起；不以物喜，不改初心。

光大证券-纺织服

装行业研究小组

（李婕、顾柔刚）

未来行业投资机会

主要来自转型及主题

渠道类企业转型大多

围绕互联网， 包括跨境电

商、 生鲜电商及珠宝等垂

直电商等； 商品连锁类主

要围绕品牌建设转型，尤

其是黄金珠宝及快消品

等。 近年来国企改革仍将

贯穿行业全局， 类似迪士

尼等主题行情将延续，行

业发展逐渐走向泛零售概

念， 主题类研究也将成为

行业研究重要内容。

国泰君安证券商业

贸易行业研究小组

（訾猛）

让卖方的研究绽放出

其应有的精彩

希望我们在未来的时

间段里能够将对待行业研

究兢兢业业的态度以及拼

搏的精神继续保持下去。

同时， 我也将继续带领团

队向更高的标准发起冲

击。 安信零售研究将和业

内其他同行一起， 秉承我

们安信研究所以 “价值和

公信力” 为基础的研究风

格和标准， 让卖方的研究

绽放出其应有的精彩。

安信证券商业贸易

行业研究小组

（刘章明）

以细致的服务继续

取得客户的信任和

支持

2015

年， 我们力倡互联

网

+

转型和国企改革，底部独

家推荐一批股票， 给投资者

带来行业超额收益。 希望依

靠团队十多年来积累的丰富

经验， 对行业和

30

余家公司

的覆盖广度和深度， 以及我

们持之以恒的勤奋和前瞻研

究，去挖掘转型融合、国企改

革、并购重组中的投资机会，

并和产业共同探讨交流！

海通证券商业贸易

行业研究小组

（汪立亭、李宏科）

回归零售本质

行业整合加速

我们将持续关注如下领

域：其一，回归零售本质，行

业整合加速： 龙头公司脱颖

而出，引行业发展趋势，享受

整合红利；其二，新消费新业

态：跨境电商、社交电商、农

村电商等新领域收益渗透率

提升的用户红利，值得挖掘；

其三，

O2O

值得期待； 其四，

汽车后服务市场， 转型领先

的经销商龙头将充分受益于

后服务市场的渗透率提升。

广发证券商业贸易

行业研究小组

（洪涛）

紧密跟踪行业龙头

转型动向

2015

年， 我们紧密跟

踪行业龙头转型动向，在

互联网

+

及消费升级等风

口下成功独家挖掘出农产

品、东方市场、潮宏基、苏

宁云商等品种。 与此同时，

我们也坚持深入产业研

究， 对跨境电商、 社交电

商、 农村电商等进行深度

调研和分析， 成功举办多

次专家交流活动增进产融

结合。

华泰证券商业贸易

行业研究小组

（许世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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