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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新报告摘要
1.1、 泛在为智能电表赋能，三季度业绩超预期——炬华科技（300360）事件
点评
分析师：谭倩 S0350512090002 分析师：尹斌 S0350518110001 联系人：张涵

S0350118050002

Q3 业绩超预期，智能电表龙头即将迎来业绩拐点。公司中期业绩增速较低主要受智能电表整体交付进度影响，
三季度已经有明显改善。国网于 2009 年开始进行智能电表改造，2015 年达到招标量高峰期，随后招标量开始
下降，智能电表更换周期约 8 年，2018 年相比 2017 年招标量已经企稳回升，2019 年前两次智能电表招标数量
同比大幅提升 35%。我们认为目标已经进入智能电表更换周期起点，预计未来 1-2 年智能电表招标量将持续提
升，随着 IR46 新标准的推行，招标量有望超预期，从而带来主流电能表企业业绩提升。目前国内上市电表公司
中，公司智能电表业务占比较高，招标需求回暖对于公司弹性较大，公司历年业绩变化与智能电表招标量趋势基
本一致，时间上略有滞后，预计公司业绩有望出现趋势性反转。

泛在电力物联网为智能电表赋能。国网未来几年的重点任务是建设泛在电力物联网，智能电网与潜在数据流的
物联网，共同构成能源流、业务流、数据流三流合一，典型配电物联网平台应用场景分为数据采集+数据管理+
数据融合，需在感知层、网络层、平台层与应用层等环节夯实基础支撑能力。目前泛在电力物联网已经进入实质
性建设阶段，近期平台层与应用层招标开启设备招标进度超出市场预期。预计随着顶层设计的逐渐完善，感知层
建设将紧随其后，智能电表新需求逐步明确，未来可能会出现会增加通信、遥控等功能与要求，从而带来价值量
的提升，智能电表龙头企业长期投资价值凸显。
能效管理业务成为新增长点，有望与水表业务协同发展。公司并购纳宇电气，积极推广能源侧物联网信息平台
应用，为居民用户、工商业提供能源监测、运营维护和综合节能整体解决方案，以物联网系统软件平台带动智能
表计产品的终端销售，此项业务毛利率在 60%以上，远高于公司传统的智能表计产品业务，未来将为公司带来
业绩弹性，有望成为业绩新增长点。同时公司有望凭借纳宇电气的销售体系，推广智能水表，带来协同效应。
盈利预测和投资评级：我们认为，公司短期受益于电表需求将逐步回暖，长期看泛在电力物联网打开成长空间，
目前国网第二批智能电表招标需求持续回升，泛在电力物联网建设进度超预期，预计公司业绩将实现趋势性反转，
Q4 业绩将加速上行，上调公司盈利预测预计公司 2019-2021 年净利润分别为 2.0/2.6/3.4 亿元，对应的 PE 分别
为 22/17/13 倍，上调至“买入”评级。
风险提示：智能电表交付不及预期；原材料波动风险；泛在电力物联网建设不及预期，用户侧能效管理不及预
期。

1.2、 业绩符合预期，静待需求复苏——当升科技（300073）三季报预告点评
分析师：谭倩 S0350512090002 分析师：尹斌 S0350518110001 联系人：张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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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阶段性承压，符合预期。公司 2019Q3 业绩同比减少 18.9%~ 29.8%，环比减少 13.8%~25.3%，业绩阶段
性承压的主要原因是：1）受补贴退坡等因素影响，电动车及动力锂电池销售未达预期，受此影响，我们预计公
司 Q3 正极销量约 3700 吨，较 Q1 与 Q2 的 4100 吨、4500 吨出现回调，进而致使业绩同比、环比有所下降。2）
受中美贸易摩擦和行业竞争加剧影响，中鼎高科设备出口销量下降，产品毛利率同比降低，业绩较上年同期出现
下滑，预计 Q3 净利润约 600 万元，环比 Q2 的 1100 万元净利润有所下降；3）三季度末公司持有的中科电气股
票价格同比 2018 年有所下降，致使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减少。
正极单吨盈利能力持续增强，静待需求复苏。公司正极材料虽然出货量减少，但其单吨盈利能力持续上升，从
出货量推算，2019Q3 正极材料的单吨盈利为 1.6~1.7 万元/吨，相较于 Q1 与 Q2 的 1.2 与 1.4 万元/吨，呈现明
显上升趋势，其主要是 1）钴酸锂材料销量占比提升，目前单吨盈利水平约 2 万元/吨，提升了整体的盈利能力。
2) 海外出口比例有所增长，其中，供应 LG 储能电池与 SK 动力电池的正极材料销量显著提升，海外需求的持续
增长将为公司未来盈利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就行业层面而言，根据中汽协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国内新能源汽车销
量分别为 26.3、35.3、24.5 万辆，其中 9 月份销量仅为 8 万辆，环比 8 月 8.5 万辆有所下降，为年内销量的次
低点。在 2020 年补贴预期进一步下降的影响下，Q4 电动车销量将会有可观增长，进而提升正极材料需求，我
们预计当升科技在 Q4 正极材料的销量在 5000~6000 吨水平，为年内销量高点，其靓丽业绩值得期待。
高端产能叠加优质客户稳步推进，夯实核心竞争力。1）产能方面：目前公司具有 26000 吨正极材料产能；常
州基地的 2 万吨产能中的 10000 吨将在 2020Q1 投产，另外 10000 吨预计在 2020Q2 投产。产能有序扩张为未
来的正极的产销高速增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2）产品方面：公司产品主要为 NCM 三元正极材料，其中高端
NCM622、NCM811 占比也实现逐渐提升，大部分产品用于国内动力电池以及海外储能等高端应用领域。3）客
户方面：全球前十大锂电巨头均是公司客户，近年来海外销量占比实现大幅增长，目前产品外销占比近 40%。
公司动力型 NCM 产品在多家韩国、日本动力电池客户形成稳定供货，成功进入奔驰、现代、日产等国际高端
品牌新能源汽车供应体系。在加大海外动力市场开发的同时，公司进一步加强与比亚迪、上海卡耐、蜂巢能源等
国内动力大客户的战略合作，实现稳定供货。
维持“买入”评级：预计公司 2019-2021 年将分别实现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3.36、4.24、5.7 亿元（原值为 3.82、
5.46、7.09 亿元）
，对应 EPS 为 0.77、0.97、1.3 元，同期 PE 分别为 30、24、18 倍。基于 Q4 行业需求转暖、
公司外销比例持续增长，产品结构持续优化，虽业绩阶段性承压，但长期核心竞争力显著，维持公司“买入”评
级。
风险提示：新能源政策波动风险；下游需求低于预期；产品价格低于预期；大盘系统性风险。

1.3、 渐行渐远的食品与非食品价格——9 月 CPI、PPI 数据点评
分析师：靳毅 S0350517100001 联系人：吕剑宇 S0350119010018
事件？ ？9 月 CPI 同比上涨 3.0%，同比增速较上月提升 0.2%，环比上涨 0.9%。9 月 PPI 同比下跌 1.2%，同
比增速较上月下跌 0.4%，环比上涨 0.1%。
点评 9 月份 CPI 同比增速破“3”
，除了令人瞩目的猪肉价格因素以外，其他居民价格数据中包含了哪些值得
注意的细节，可以反映当前的经济运行态势？与此同时，PPI 同比增速创下了 2016 年 8 月以来的最低值，和
CPI 走势形成明显反差，本月工业品价格的变动是由哪些因素引起的，又能反映出哪些需求端的变化？
9 月份猪肉价格持续大幅上涨，是推动 CPI 同比继续上升的核心因素。目前猪肉供给缺口没有明显缩小的迹象，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免责条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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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需要防范猪价超预期上涨带来的风险。在食品之外，房租、人力成本、旅游等价格数据出现明显下行，可能预
示着近期居民收入端、消费端的相对乏力，反映出宏观经济面临的深层问题。PPI 方面，原油价格下跌，是拖累
本月 PPI 同比增速的主要原因。而基建相关的上游行业工业品价格喜忧参半，反映出近期基建加码的消息一定
程度上推动了相关企业提前补库存，但整体经济暂时难言回暖。未来货币政策依然会着力解决内生需求不足的问
题，将继续保持定力，并留有一定的宽松余地。
风险提示 ？？猪肉价格上涨超预期；极端天气影响；贸易战风险。

1.4、 超预期的信贷投放，能转化为有效投资吗？——9 月金融数据点评
分析师：靳毅 S0350517100001 分析师：张赢 S0350519070001
事件 央行公布 2019 年 9 月份金融数据：
（1）9 月社会融资规模 2.27 万亿元，市场预期 1.80 万亿元，前值 1.98
万亿元。
（2）9 月新增人民币贷款 1.69 万亿元，市场预期 1.42 万亿元，前值 1.21 万亿元。
（3）9 月 M2 同比
8.4%，市场预期 8.2%，前值 8.2%。
信贷投放超预期，企业贷款继续回暖 9 月份，人民币贷款新增 1.69 万亿元，同比多增 3,069 亿元，好于市场
预期，主要源于企业贷款的显著提升，继 8 月份回暖以来，短期贷款和中长期贷款同比增幅均再次扩大。具体来
看，企业贷款增加 10,113 亿元，同比多增 3,341 亿元。其中短期同比多增 1,452 亿元，中长期多增 1,837 亿元。
居民端方面，居民贷款增加 7,550 亿元，同比多增 107 亿元。其中短期同比少增 427 亿元，中长期同比多增
634 亿元。居民短贷减少仍然与与严查消费贷流入房地产市场有关，而居民中长期贷款同比增加则表明居民房贷
需求仍比较稳定。非银机构新增贷款减少 659 亿元，同比多减 56 亿元，基本持平。
非标压缩趋缓，社融统计口径再调整 9 月份，新口径下，社融规模新增 2.27 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增 1383
亿元，除去表内信贷融资大幅提升外，非标融资压缩规模也相对趋缓，叠加企业债券融资明显增加，共同对冲了
去年同期地方专项债高基数的影响。其中，社融口径信贷融资增加 1.72 万亿元，同比多增 3,539 亿元。
表外非标融资减少 1,125 亿元，同比少减 1,764 亿元。其中委托贷款减少 21 亿元，同比少减 1,411 亿元；信托
贷款减少 672 亿元，同比少减 236 亿元；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减少 431 亿元，同比少减 116 亿元。非标融资压
缩趋势在明显趋缓，但考虑到近期发布的非标资产认定标准有所趋严，所以非标压缩趋势仍有待观察。
直接融资增加 1,899 亿元，同比多增 1,612 亿元。其中股票融资增加 289 亿元，同比多增 17 亿元；本月社融
统计口径有所调整，将“交易所企业资产支持证券”纳入了“企业债券”指标当中，新口径下企业债券融资增加
1,610 亿元，同比多增 1,595 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增加 2,236 亿元，由于去年同期基数较高，同比少增 5,153
亿元。
财政存款大幅减少，拖累新增存款规模 9 月份，人民币存款新增 7,193 亿元，同比少增 1,709，主要系财政存
款大幅减少所致，侧面反映出近期逆周期调节力度有所加大。具体来看，财政存款减少 7,026 亿元，同比多减
3,553 亿元；而居民存款增加 15,418 亿元，同比多增 2,149 亿元；企业存款增加 4,908 亿元，同比多增 1,804
亿元；非银金融机构存款减少 8,170 亿元，同比少减 1,328 亿元。
信贷超预期，能否有效向投资转化？ 本次信贷数据的超预期，与监管层提到“要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对制造业
的中长期融资”
，以及逆周期调控下基建加码有一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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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与此同时，我们在近期调研商业银行时也发现，目前，许多地区的银行都在积极开展针对平台公司隐性债务
置换的相关业务，我们认为，这也是近期企业中长期贷款规模不断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而隐形债务置换所形成
的信贷增量，对于投资的实际拉动则非常有限。此外，LPR 后续存在下调预期，也使银行有提前放贷的动力。
因此，受“隐形债务置换+LPR 提前放贷”的影响，超预期的信贷投放在未来能否转化为有效投资也仍需进一
步观察。
风险提示 1）经济下行超预期；2）地产融资回落超预期。

1.5、 从特殊收付款模式，看企业违约端倪——债券违约“温故知新”四之聚
焦经营管理
分析师：靳毅 S0350517100001 联系人：姜雅芯 S0350119080005
事件回顾
企业的经营方式对企业生产经营有着重大影响，企业突然转变经营方式或采用特殊经营方式都需引
起重视。结算是企业经营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其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现金流，影响流动性。四川圣达和春和信用债
违约事件中，特殊的业务结算模式严重加剧了企业的流动性压力，再加上内外多种因素影响，最终导致企业现金
流枯竭，经营困难，走上违约。
违约原因分析 两个案例的违约都属于特殊结算模式对企业经营的影响。圣达的违约属于企业采取了特殊的结
算模式，先货后款采购、先款后货销售使得公司经营雪上加霜；春和违约主要因为所属船舶行业销售结算模式特
殊，需要大量垫资经营。同时，贸易业务对资金形成一定占用，资金压力大，最终走向违约。
违约案例启示
（1）警惕特殊结算模式：企业采取的结算模式会对流动性造成一定影响。一些企业所属行业特殊，采取的特殊
销售结算模式导致企业经营过程中资金压力紧张，而一些企业本身并不属于这些行业，但因抢占市场或在与客户
的利益博弈中处于弱势地位也会采用特殊的结算模式。对于所处行业本身结算模式特殊的企业，投资者需关注行
业周期规律及外部因素冲击的影响，以识别风险。一般而言，当行业景气度低，周期进入下行阶段时，或有外部
负面因素冲击时，企业经营风险往往会加大，投资者需要保持警惕。对于后一类型，投资者可以通过比较企业个
体与行业整体的一些反映公司议价能力、信用政策及资产质量和周转效率的财务指标，识别企业的经营风险；
（2）对于特殊结算模式对企业的影响，需关注企业上下游议价能力情况和资产质量及周转效率情况。在议价能
力情况上关注经营活动收现比、付现比、应收账款/所有者权益、经营性现金流入/流动负债等财务指标；在资产
质量及周转效率情况上关注应收类款项坏账、应付预付周转效率、存货周转率等财务指标。
风险提示 政策风险、企业经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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