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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市场指数             （1 月18日） 

指数名称 收盘 涨跌 PE 

上证指数 2756.98 -21.92 27.01 

深证综指 650.20 +7.62 29.30 

沪深 300 2317.09 +8.16 / 

上证 50 1936.92 -18.82 24.54 

深证成指 7790.87 +15.22 / 

上证国债指数 111.62 +0.01 / 

 
参考数据                （1 月 18 日） 

标的名称 最新 涨跌 PE 

香港恒生指数 20277.51 +212.94 15.83 

香港国企指数 9944.24 +24.89 21.35 

道琼斯 12585.5 +7.3 / 

纳斯达克 2479.42 -18.36 / 

人民币／美元 7.7758 +0.0040 / 

NYMEX 原油 52.28 -0.07 / 

LME3 月期铜 5610 -45 / 

 
行业指数涨幅榜          （1 月 18 日） 
行业指数 收盘 涨跌 

食品饮料 3172.92 +104.07 

传播文化 1997.03 +99.47 

有色金属 3269.44 +93.02 

资料来源：天相数据 

 
行业指数跌幅榜           （1月18 日） 
行业指数 收盘 涨跌 

金融保险 2802.39 -89.47 

房地产 2601.30 -87.80 

黑色金属 3173.31 -56.78 

资料来源：天相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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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研究 

 

 

杭州会议调保资入市比例 保险资金将成为第二大结构投资者 

 

信息： 

根据 21 世纪经济导报的报道，1 月 11 日在杭州由保监会召开的会议上，尽管会后未

公布具体的调整方案，但“保险资金直接投资由目前的不得超过上年末总资产规模的 5%上

调至 10%”已基本确定，只是由于目前股市出现过热迹象，调整方案延后公布。 

此举无疑将加速保险资金从基金公司的撤离。保险资金直接入市的规模理论上从之前

的 939 亿元跃升至 1878 亿元，加上投资基金等间接入市的资金，保险资金投资股市的总规

模理论上将达到 3500 亿元以上。在直接入市比例提高后，保险资金在 A 股市场的比重，将

由之前只相当于基金的 1/4 跃升到 1/2，在二级市场上成为继基金之后崛起的第二大机构。 

点评： 

保监会支持没有 A 股市场直接投资资格的保险公司资金，改为通过保险公司的资产管

理公司来管理，并此前已经明确表示，通过基金作专户理财的保险公司，必须事先将具体

方案报至保监会审批。由此可见，基金通过专户理财争取保险资金的通路不容乐观。 

保险资金大举入市将极大改变目前资本市场格局。可以预见，未来几年 A 股市场资金

将更加充裕，这对市场而言无疑是长期利好。此外，保险资金的抽离有可能对基金的投资

配置产生重大影响，基金重仓股也有可能产生短期剧烈波动。 

（陈轶劭  021-50588666*8040） 

 

 公司点评 

 

 

宝新能源（000690）06 年年报点评：未来业绩增长将更快 

 

信息： 

宝新能源（000690）今日公布 2006 年年报：当起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0.05 亿元，同比

增长71%；实现净利润2.69亿元，同比增长222%；2006年每股收益0.73元，同比增长82.5%. 

点评： 

宝新能源 2006 年业绩大增当属意料之内，2007 年公司两台 13.5 万千瓦煤矸石机组进

入全年稳定发电期，2007 年业绩应该继续保持 2006 年业绩水平，但是随着公司两台 30 万

千瓦煤矸石机组在 2008 年年初和年中陆续投产，公司 2008 年、2009 年业绩将继续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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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市场带来额外惊喜，建议投资者持续关注该股。 

（刘江啸 021-50588666*8038） 

 

南化股份（600301）06 年年报点评：业绩小幅下滑 

 

信息： 

南化股份今日公布年报，2006年度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2.55亿元，实现主营业务利

润1.90亿元，实现净利润0.53亿元，分别同比增长38.56%、11.71%和-6.68%，净利润小幅下

滑。  

点评： 

南化股份主要从事氯碱业务，PVC和烧碱是公司的主导产品。2006年公司完成了6万吨/

年PVC和6万吨/年烧碱技改项目，这是公司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的主要原因。但氯碱

行业自2005年产能集中释放后，产能远远大于需求，行业步入了低谷，PVC产品价格大幅回

落，全行业处在亏损的边缘。公司由于在上游电石和电力资源上不具备优势，在产品市场面

临激烈竞争，产品盈利能力很差，因此业绩下滑也在意料之中。 

目前行业新项目投资仍然在继续，全行业在今后几年仍难以有起色。行业机会将主要集

中在西部有煤炭、电石资产以及电力有保障的公司，这些公司由于具备资源优势和成本优势，

一方面能在产品价格低迷的情况下还能保持盈利，另一方面由于资源丰富具备产能扩张能

力，如新希望集团公司、上市公司新疆天业（600075）等。 

                                                   （王向升 021-50588666*8010） 

 

 

中联重科（000157）：租赁业务短期困难前景光明 

 

信息： 

    中联重科（000157）今天发布澄清公告：2007年1月16日,《经济参考报》发表了《中联

重科2亿投资陷亏损泥潭》的报道,中联重科认为该报道严重失实,有可能对广大投资者造成

误导。 

点评： 

    中联重科业务涵盖混凝土机械、起重机械、路面机械、环卫机械、锯床锯带等产品，产

品线较宽，可有效防范宏观调控对工程机械业务带来的周期性风险。公司脱胎于建设部长沙

机械研究院，具有较强的研发实力，是我国科研机构成功转制企业的典范。 

    中联重科是最早进入工程机械租赁行业的工程机械企业，其租赁业务主要通过控股子公

司北京中联新兴建设机械租赁有限公司和上海昊达建设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进行。该项业

务在过去几年有较快的发展，但上述两公司2004年、2005年有一定亏损。出现亏损的原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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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复杂，政策环境、市场环境是主要原因。 

    工程机械租赁对于工程机械生产企业有许多重要意义，可以促进企业的销售并且稳定企

业的收益，并且成为工程机械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发达国家通过融资租赁销售的工程机

械占销售总量的65%，而中国大约只有2%，未来空间巨大。过去困扰工程机械租赁行业的一

些政策法律问题将逐渐得到解决，租赁业务在中国将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工程机械租赁业

务在未来很有发展潜力，未来将会成为公司发展的推进力。 

（余兵 021-50588666*8021） 

 

 

 宏观要闻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开幕 

 

信息： 

备受海内外关注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于19日至20日召开。据上海证券报报道，此次中央

金融工作会议将可能重点讨论以下几个议题，第一，组建金融协调委员会，为国内时机日渐

成熟的金融混业模式创造更进一步条件；第二，农村金融改革（包括农行改制、农村信用社

去向与农发行定位问题等）；第三，金融业全面对外开放后，金融业监管模式与汇率机制如

何进一步完善问题；第四，长城、华融等四大资产管理公司（AMC）的市场化转型方案等。 

点评： 

继1998年（97年曾发生亚洲金融危机）、2002年（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我国先后两

次在非常关键的时期召开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之后，此次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召开的第3次中央

金融工作会议，而2006年12月11日我国金融业正式全面对外开放，则是召开此次中央金融工

作会议的最重要理由之一。显然，不定期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规格与级别要超过每年

定期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据了解，为召开此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中国人民银行等早

在今年年初即奔赴全国各地调研做准备。按照惯例，中央常委都将可能列席参加此次会议，

因此备受海内外媒体所关注。 

此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召开，会不会再次对A股金融股、甚至香港市场的金融股走势

产生积极刺激作用，我们将拭目以待。 

（张冬云 021-50588666*8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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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报告 

 
 

新品上市提升本部盈利水平，一汽丰田进入利润快速增长期—一汽夏利（000927）

调研报告 

 

投资:评级：短期增持，长期买入。 

2006 年公司本部销售汽车 196817 辆，同比增长 3.58%，增长速度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主要原因有外部竞争激烈，也与夏利产品相对较为老化、对消费者吸引力减弱有关。 

公司自主开发的新产品威志两厢产品于 2006 年底上市以来反应良好。07 年 4 月威志

三厢轿车也将推出，预计也将有较好市场表现。 

公司已着手拓展海外市场，计划在 2010 年前后国际市场销量达到 5 万辆的规模。该项

工作将在 07 年取得突破，08 年出口量将达到 2万辆左右。 

公司参股 30%的一汽丰田依然是利润的主要来源。一汽丰田秉承丰田汽车的管理模式，

实现了投资少、见效快的发展过程。 

07 年 5 月丰田全球发布的最新款花冠（第十代）将在第三工厂生产并上市。预计到 2008

年一汽丰田将进入全面产出期。投资者对丰田在合资公司中转移利润不应有过多担忧。 

公司资产结构和资产质量逐步优化。至 2006 年底天津汽车集团占用公司资金已全部偿

还完毕，2006 年度公司坏账准备可望冲回 5500 万元。目前公司资产负债率已降低到安全

水平（55%左右）。 

预计 2007、2008 年度 EPS 在 0.38、0.57 元，考虑公司后期在一汽丰田收益带动下业

绩将呈现快速增长态势，我们认为其合理市盈率应为 20-25 倍，相应定价在 11.5 元左右。 

风险提示：公司本部盈利水平较低；公司前期亏损已于 2006 年度弥补完毕，2007 年

度所得税增加较多。 

（余兵 021-50588666*8021） 

 

从业绩预告中寻找绩优品种——上市公司 06 年度年报业绩预告分析 

 

截至 2007 年 1 月 12 日，共有 484 家上市公司发布 06 年度的业绩预告。公布业绩预告

的公司涉及 22 各行业，除了农林牧渔和信息设备两个行业以外，其余 20 个行业中的报喜

公司家数均多于报忧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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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业绩预告的 7 家金融服务业上市公司均为报喜，而食品饮料、房地产、有色金属、

商业贸易、机械设备、交运设备、黑色金属等 7 个行业有近 40％的公司预告全年净利润增

幅将在 50％以上。另外，前三季度盈利水平呈现明显下滑的医药、电子元器件和黑色金属

等 3 个行业不仅有过半的公司报喜并且分别有 21 家、15 家、10 家公司预告净利润增幅在

50％以上，显现出行业正在复苏、业绩拐点正在形成的迹象。 

受新会计准则的影响，对于已经实施或是拟实施股权激励制度、拥有大量投资性地产、

持有相当其他上市公司股权的上市公司，其 2006 年的盈利增幅将是可以期待的。 

在分析业绩预告过程中不仅要看其盈利增幅，还要看 05 年以及 06 年 3 季度的盈利水

平。重点关注：中信证券等 31 家 06 年全年盈利增幅在 100％以上且 3 季度盈利超过 05 年

全年的公司，尤其是其中的长安汽车等 10 家预计 06 年全年盈利增幅将超过 3 季度盈利增

幅的公司；06 年 3 季度盈利水平虽然不及 2005 年全年但预计 06 年全年盈利增幅将超过 3

季度盈利增幅的太钢不锈等 7 家公司。 

（邓淑斌 021-50588666*8041） 

 

土地增值税政策并未发生重大变化—国税总局土地增值税政策点评 

 

事件： 

2007 年 1 月 16 日，国家税务总局颁布了《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增值税清算管理

有关问题的通知》。当日，沪深两市房地产板块集体下挫，数十只房地产股票跌停，大多数

股票跌幅在 5%以上。 

点评： 

国税总局此次颁发《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增值税清算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是为

了加强土地增值税的征管工作，改善当前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增值税征收过程中普遍存在

的一些问题。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在土地增值税政策上有重大变化。 

1993 年，国务院出台《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抑制炒买炒卖土地以

获取暴利的行为。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家都没有出台任何关于土地增值税的政策（距离

此次最近的一次是 2002 年 7 月 10 日国税总局颁发的《关于认真做好土地增值税管理工作

的通知》）。因此，在新一轮的房地产宏观调控的背景下，当管理部门再次出台关于土地增

值税政策时，市场就容易对新出台的政策产生误解并过度反应。 

此次政策对房地产开发企业的业绩影响并不大。由于房地产开发企业结算的特殊性，

房地产公司在出售其商品房的时候并不知道土地的具体增值额，无法征收土地增值税。因

此，对开发商征收土地增值税往往采用预先征收的方式进行，即按收入的一定比率先征收，

等项目结束后再根据实际增值额进行清算，多退少补。由于预征额往往小于实际应纳税额，

有些开发企业为延缓纳税会采取拖延清算的办法。此次政策规定了土地增值税的清算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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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房地产开发项目，对于分期开发的项目，以分期项目为单位进行清算，同时还具体规定

了土地增值的清算条件。这在政策源头上堵死了部分开发企业拖延清算土地增值税的路子，

对这些公司的资金周转产生一定影响。这是本次政策对房地产开发企业产生的主要影响。 

（苏小波 021-50588666*8017） 

 

 

潜龙在渊 ——中创信测（600485）投资价值分析 

 

投资评级：短期增持，长期增持。 

通信测试行业的商业模式更多的体现出“高研发投入、高毛利率、高风险”的特点，

而前瞻性的市场决策和雄厚的研究实力则构成了行业的两大关键驱动因素。 

公司的核心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较强的研发实力和较高的客户壁垒。公司正在大力推

行的 IPD 项目，不仅将改进公司的研发流程、提升公司的管理水平，更重要的是它契合了

通信测试行业的关键驱动要素，有助于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公司的毛利水平主要视新产品的推出速度而定，新产品的推出所带来的市场机会窗效

应将是公司未来创造高毛利率水准的关键因素；公司期间费用率有望持续改善，尤其是管

理费用率可望逐渐下降。 

我们判断，公司经营已经于 2006 年出现拐点，2008 年公司的业绩将随 3G 和 NGN 的市

场扩张而大幅提升。 

结合通信测试行业特性和公司的市场地位，我们认为给予中创信测 28 倍的 PE 当属理

性。此外，考虑到 2008 年公司新产品销售将进入高速增长期，我们认为，以 2008 年的 EPS

为公司估值基准应更能体现出公司的成长性和真实价值。我们认为公司的目标价格为 17.6

元（28 倍的 2008EPS），给予短期增持和长期增持的评级。 

风险因素：公司的研发实力还有待进一部加强，尤其是在高端产品线的缺位，将会成

为公司进一步发展的短板；由于国内 3G 和 NGN 的投资规模和节奏存在相当的不确定性，由

此导致对公司相关产品的销售带来较大影响。 

（时红 021-50588666*8043） 

 

 

A 股主升浪上攻行情趋势未改 

 

1 月中旬 A 股反攻行情的再度出现，预示着市场年初所出现的技术调整行情已基本结

束，预计后市股指有望再度展开可持续性上攻行情。 

从绝对估值水平看，A 股市场仍然具备吸引力。考虑到目前印度 Sensex 指数 PE 与 PB

水平都明显高于 A 股市场，而 A 股市场的母体经济即中国近 5 年 GDP 平均增速却明显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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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近 5 年 GDP 增速，因此，这意味着 A 股市场绝对估值水平仍然具备潜在的向上可拓展

空间。 

继印度 Sensex 指数与香港恒生指数于 06 年 4 季度陆续刷新历史新高之后，07 年初美

国标普 500 指数与法兰克福 DAX 指数也陆续逼近历史最高位。我们认为，海外资本市场延

续牛市格局，有利于增强投资者对 A 股市场投资信心。 

在今年年初美元走势总体处于强势格局的市况下，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却一举突破

7.80，从侧面反映了市场对人民币的加速升值预期。显然，人民币延续、甚至加速升值趋

势，将提升 A股市场在全球资本市场中的估值吸引力，容易吸引更多的外资关注 A 股市场。 

本轮跨年度行情的第一浪上攻浪股指持续上涨时间跨度共为 22 个交易周；而自 06 年

8 月份至 1 月 12 日，为此轮跨年度行情的主升浪，时间跨度为 22 个交易周；考虑到主升

浪上攻行情时间跨度一般会长于第一浪上攻行情时间跨度，因此，这意味着此轮跨年度行

情的主升浪上攻浪还将延续。 

（张冬云 021-50588666*8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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