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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
“独角兽”上市

行业资讯

科技板块风险偏好续升
国家顶层政策持续支持“新经
济”。继工信部发布《国家制造强国
建设领导小组关于设立工业互联网
专项工作组的通知》，推动工业互联
网概念股持续走强外，过去 1 周证
监会表态对独角兽企业上市开辟快
速通道，政协会议科技巨头表态考虑
回归 A 股，此举预计将进一步整固科
技板块市场向上走势，风险偏好有望
继续上升。
来自胡润研究院《2017 胡润大中
华区独角兽指数》，大中华区独角兽
企业总数达 120 家，整体估值总计超
3 万亿。从行业维度看，来自于互联
网服务及电子商务行业的独角兽最
多，各有 22 家企业上榜，在 14 个行业
中并列第一，互联网金融行业涌现出

17 家独角兽企业，前三大行业的独角
兽占到上榜独角兽企业总数的
50%。此外，文化娱乐、汽车交通和
医疗健康也是大中华区独角兽企业
较为集中的行业。
总结独角兽的公司的三个特征：
1、通常为行业第一的位置，至少
在细分行业。 格局大、优势大或构
筑壁垒高。例如京东融资以后自建
物流，完成了一件很“重”
的事情。
2.所存在的市场份额内有大规
模的现金流流动。 即我们理解的市
场空间及确定的变现途径。
3.产品具有较为显著的差异化
和强大的替代性。
国家顶层政策推动“独角兽”上
市，对 A 股市场（特别以计算机为

代表之一的科技创新行业）的影响我
们认为有以下几点：
1.独角兽融资后，作为龙头将进
一步带动行业创新。
2.激发鲶鱼效应，
刺激一些企业活
跃起来投入到市场中积极参与竞争。
3.科技生态体系互补，从单一技
术的演进到多技术的群体加速。
他们将对科技板块形成利好，投
资建议：云计算（大数据）关注：中新
赛克、宝信软件、美亚柏科、易华录。
人工智能关注：中科曙光、科大讯飞、
中科创达。
高端制造（产业互联网、工业互
联网等）关注：上海钢联、生意宝。生
物科技（医疗互联网）关注：万达信
息、卫宁健康。
（国海证券）

单一股东持股比
上限由 51％降为 1/3
3 月 7 日，保监会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发
布《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
当前，保险行业整体上已经呈现高质量发
展的积极变化，但在过去一段时间，个别激进公
司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如股权结构复杂、实际控
制人凌驾于公司治理之上；资本不实，挪用保险
资金自我注资、把保险公司异化为融资平台等。
根据股东的持股比例和对保险公司经营管
理的影响，将保险公司股东划分为财务Ⅰ类、财
务Ⅱ类、战略类、控制类四个类型，并将单一股
东持股比例上限由 51%降为三分之一，在风险
隔离、关联交易、信息披露等方面，对股东提出
明确要求，有效发挥制衡作用，切实防范大股东
滥用权利、进行不当利益输送等问题。
保监会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加强保险公司
股权监管，弥补监管短板，严格市场准入监管，
规范保险公司股东行为，严厉打击违规行为，切
实防范化解风险。
(新华网)

今年 7 月 1 日前
取消流量“漫游”
费

医药仍首选龙头白马股
是愈加重视临床有效性，注重药品的
效价比，疗效更优或难以替代的创新
药降价压力不大，但是完成仿制药一
致性评价的进口原研药面临着降价压
力，医院倾向选择性价比更高的国产
仿制药，进口替代进程将加快。
“安全
无效”
的辅助用药类，
将面临长期持续
性、
不可逆转的巨大市场压力。
投资策略：白马与成长均衡配
置。2017 年 A 股医药板块呈现一九
分化，白马股获得明显超额收益，而
以创业板为代表的中小市值股票持
续下跌。我们认为：医药行业进入强
者恒强的时代，政策和资金都在向优
势龙头公司集中，龙头公司也将凭借
优势地位快速向新兴细分领域切入，

当前投资配置仍需要以龙头白马股
为主。但大量中小市值股票经过长
期下跌之后，部分优质公司投资价值
凸显，平淡中孕育希望，部分成长性
较好的公司 PEG 处于 1 附近，我们也
建议投资组合中适当加大优秀中小
市值股票配置。
投资组合：康美药业、天士力、
片仔癀、康弘药业、信立泰、翰宇药
业、美年健康、信邦制药、一心堂、开
立医疗。
此外，我们重点关注：凯莱英、迪
安诊断、康泰生物、益丰药房、云南白
药、华润三九、白云山、海王生物、嘉
事堂、江中药业、
华润双鹤。
（中银国际证券）

无纺布制造业仍有较大发展空间
无纺布生产技术不同于传统的
纺织技术，在纺织过程中不需要进行
纺纱的过程，其纺织技术类似于造纸
技术，又称非织造布。其原料主要来
自炼制石油时产生的副产品——聚
乙烯和聚丙烯塑料颗粒，经高温熔
融、喷丝后得到短纤维或长丝，经定
向或随机排列，粘合制成的片状物、
纤网或絮垫，因不需要纺织但具有布
的外观和某些性能而称为无纺布。
无纺布在使用时抽不到线头，具
有环保、透气、质轻、防潮、耐久等很
多现代意义的特点，因此广泛应用于
一次性用品、无纺布拼图、精装面粉
袋等。
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居民的收入
不断提高，对无纺布产业的需求还未
充分释放，例如卫生巾与婴儿尿布市
场十分广阔，每年需求量在数十万
吨，大量使用热轧布、SMS 布和气流
成网布、过滤材料、绝缘布、土工布和
医用布等市场均很大，并且将越来越
大。
另一方面，中国人均非织造布拥
有量仅为 2.97 千克，而全国纺织纤维
人均拥有量为 26.89 千克，可见非织

险企新规：

工信部：

辅助用药长期承压
A股医药股重回合理估值水平，
港
股医药股仍是全球最便宜市场之一。
TTM 整体法比较 2017 年 PE，其中：A
股医药板块 31 倍，港股医药板块 22
倍。经过 2 月下跌之后，
A 股医药板块
估值重新回到历史中值水平；港股医
药板块尽管经历长达1年以上的上涨，
目前仍然是全球最便宜市场之一。
国家版按病种付费目录公布-按
病种付费时代来临，辅助用药大幅长
期承压。2 月 26 日，
人社部发布《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发布医
疗保险按病种付费病种推荐目录的通
知》和《医疗保险按病种付费病种推荐
目录》。付费方式的转变将倒逼行业
重新审视产品的价值链条，整体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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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布仍有较大发展
空间。
随着新技术的
不断涌现，无纺布的
功能不断得到完善，
无纺布的未来发展
来自于向诸如新型
工业、汽车等其他领
域 的 不 断 渗 透 ；同
时 ，淘 汰 落 后 、旧 的
装 备 ，生 产 功 能 化 、
差别化、多元化的世
界一流的非织造布
产品，并向生产深度
进军，将产品进行深
加工，形成产品多元
化 ，适 应 市 场 的 需
求。
综合来看，当前无纺布在国内市
场逐渐成为新兴产业。尽管中国无纺
布生产已有迅猛的发展，但是经济仍
在增长，
人们的需求不断增加，
无纺布
制造企业应该开拓更加广阔的市场，
开发研制技术装备一流的设备，生产
出更多高质量、高规格、高档次产品，
使无纺布产业更进一步的发展。

3 月 5 日，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提速降费”
目标后，三大电信运营商均表态将全力以赴、尽
快实施。
工信部副部长陈肇雄 6 日表示，工信部将推
动基础电信企业加快开展套餐梳理和调整、系
统开发和改造、测试和业务验证等工作，确保广
大用户在今年 7 月 1 日前享受到取消流量“漫
游”费这一红利。
(中国新闻网)

再压减钢铁产能3000 万吨
退出煤炭产能 1.5 亿吨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再压减钢铁产能
3000 万吨左右，退出煤炭产能 1.5 亿吨左右，淘
汰关停不达标的 30 万千瓦以下煤电机组。加大
“僵尸企业”破产清算和重整力度，做好职工安
置和债务处置等。
此前政府曾提出“十三五”要压缩钢铁产能
1 至 1.5 亿吨目标。经过这 2 年大力推进，目前
已化解过剩产能超过 1.15 亿吨。今年继续压缩
3000 万吨，这也意味着中国将提前实现五年上
限目标。
另外，业内预期 2018 年煤炭去产能目标大
概在 1 亿吨左右，所以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
1.5 亿吨煤炭去产能目标还是超出预期的。
近两年全国煤炭业合计去产能 5 亿吨左右，
如果 2018 年再去产能 1.5 亿吨，则三年去产能
6.5 亿吨。距离‘十三五’去产能 8 亿吨的目标，
还剩 1.5 亿吨的任务量。(21 世纪)

挖掘机行业：

1-2月销量增长14%
好于市场预期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
经过多年的摸索和发展，无纺布
行业快速向医疗、工程等领域发展，
行业运行整体平稳，产销增速稳步上
升，部分中国的无纺布企业和产品在
国际上有较强的竞争力。
前瞻产业研究院预计，未来 5 年
内，无纺布的年产量仍旧会维持 6%10%的增速，到 2023 无纺布年产量将
超过 680 万吨。
（前瞻网）

根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挖掘机械分会
行 业 统 计 ，1- 2 月 挖 掘 机 销 量 21800 台 ，增 长
14.3%。由于春节因素，2 月单月挖掘机械销量
11113 台，
同比下滑 23.5%，好于市场预期。
2017 年挖掘机销量达 14 万台，相当于恢复
至历史最高年份 2011 年(17.8 万台)的 79%左右。
根据铁甲网 2017 年 12 月 23 日报道，继装载
机去年 10 月份涨价后，小松(中国)通知代理商
将对挖掘机全机型进行价格上调。
判断挖掘机有望在 2018-2019 年迎来更换
高峰期，混凝土机械、汽车起重机的使用寿命长
于挖掘机 2 年左右，有望在 2020-2021 年迎来更
换高峰，这一轮工程机械行业复苏持续性可能
更长。
(中泰证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