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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股精选

南都电源300068：

4G推动业绩增长 动力、储能添成长空间

南都电源300068：二季度稳定增

长，下半年需求、盈利有望转好。 公司

二季度收入、净利润的同比增速分别是

3.48%、8.12%；上半年净利润增速好于收

入增速的主要原因是会计估计变更带

来的正面业绩影响金额1648.17万元（体

现在资产减值损失项目）。公司主营业

务毛利率为 14.22%，同比下降增长 0.59

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后备电池毛利率

提升 3.03 个百分点。公司致力于成为

全球的通信后备电源、储能应用电源、

动力电源和新能源应用领域系统解决

方案的领导者，并为此做了大量的技术

储备，我们看好公司的战略布局；下半

年，由于4G大力建设、动力电池产品盈

利复苏、储能市场打开，公司产品的需

求、盈利有望转好。

后备电池：4G 推动未来加速发展。

上半年公司后备电池业务收入同比增

长 1.15%。从招投标和未来 4G 的建设

情况看，公司后备电池需求有望提升：

公司在中移动集采中获得较理想份额，

中国联通新的集采合同已开始执行，下

半年销售有望环比增长；随着铁塔公司

正式成立运营，国内 4G 建设已进入实

施阶段，预计下半年及明年公司产品的

国内市场需求有望持续增长。其他亮

点：1）海外市场持续取得突破：上半年

高温电池销售额约5000万元，同比增长

167%。2）锂电应用提升：公司已形成了

行业内最完整的通信用后备锂离子电

池产品体系；上半年，公司通信后备用

锂离子电池业务中国市场同比增长

79.6%。

动力电池：受益新能源汽车的发

展。上半年公司动力电池业务收入同

比增长3.76%，盈利仍处低位；公司积极

开拓启停、节能、叉车等动力市场新领

域，推进铅炭电池在节能环保汽车启停

领域的应用；同时，公司积极拓展产品

在低速电动车、新能源汽车的应用，上

半年低速电动车用动力电池销售额同

比增长 51.17%。在湖北葛店布局的新

能源电池产能将为未来发展打开空间。

储能电池：行业领先，未来潜力大。

上半年，公司储能业务实现销售收入

7419.56万元，同比增长37.37%。储能包

括工业储能（包括集中和分布式）和户用

储能，目前公司已处于行业领先地位；公

司已开发适用于户用储能系统的铅炭电

池及高比能量锂离子电池，正积极推进

其在光伏领域的应用。 信达证券

朗源股份300175：

业绩总体超市场预期

朗源股份300175：2014 年前三季度

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9567.46 万 元 ～9977.49 万 元 ，同 比 增 长

600%～630%，EPS 为0.2～0.21 元；其中单

三季净利润为 3867～4277 万元，EPS 为

0.08～0.09 元，以上业绩总体超市场预期。

苹果反季销售高景气是公司业绩增

长的主要原因。我们分析，公司前三季度

业绩靓丽主要源于以下几点：（1）2013 年

全国苹果大范围减产（粗略估计减产约

23.7%）推升2014 年反季节销售价格，且在

行业景气情况下，公司销量亦有所增长；

（2）松子仁成为 2014 年以来公司业绩新

增长点；（3）2013 年底全部关停直营店，避

免了其对公司主营利润侵蚀。

公司未来仍有积极看点。我们认为，

在苹果反季节销售高景气带动下的公司

三季度业绩靓丽仅是公司看点兑现的第

一步；长期逻辑看，公司未来发展仍值得

期待。具体为：（1）市场对公司的最大疑

虑即在于其业绩可持续性问题，但这一问

题正迎来积极改善。一方面，公司将加大

电商投入，做大做强线上业务，而我们通

过对三只松鼠的研究，认为朗源股份有成

为优质零食干果、坚果电商强者的潜质，

市场应为公司这一商业模式变革点赞；另

一方，不排除公司后期向上游拓展的可能

性。（2）明年苹果反季节销售高景气有望

持续。根据调研以及协会分析；2014年全

国苹果产量料较正常年份继续减产（山东

地区持续旱情较为严重，陕西苹果依然遭

遇了花期冻害），加之俄罗斯苹果进口向

中国转移，我们预计 2015 年苹果反季节

销售仍有望保持景气，且俄罗斯出口或将

给朗源股份带来规模增长的高弹性。

长江证券

国星光电002449：公司公告，终止

实施2013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发布

2014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拟向广晟

公司和员工持股计划广发恒定 15 号定

向发行不超过 4500 万股，同时，广晟公

司全资子公司电子集团拟出资 7.24 亿

元收购国星光电第一大股东西格玛

100%的股权。方案实施后，广晟公司将

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合计持股比例

20.07%。

审时度势，扩大 LED 显示器件产

能。公司 2013 年定增募集资金主要投

向国星半导体外延芯片项目（二期），鉴

于目前政府相关政策的变化，以及外延

芯片项目（一期）进展缓慢，公司决定终

止该预案。根据2014 年定增预案，公司

募集资金 2.1 亿元投向市场前景较好的

小间距和户外表贴 LED 显示器件扩产

项目，项目将增加户内小间距LED显示

屏器件产能 36 亿 PCS，增加户外表贴

LED 显示屏器件 30 亿 PCS，项目达产

后，预计可实现年销售收入4.6 亿元，税

后净利润 5200 万元。LED 显示屏器件

是公司传统业务，技术与规模居国内首

位，募投项目的实施，进一步强化公司

在该领域的市场地位。

LED 显 示 器 件 市 场 前 景 广 阔 。

2013 年，中国 LED 显示屏市场规模 241

亿元，高工预计未来几年将维持 10%的

增速。户外表贴 LED 显示屏凭借视角

广、对比度高、易于自动化生产等优点

广泛应用于城市广场、政府项目、商业

中心等，成为未来户外视频显示系统的

发展主流方向。小间距 LED 显示屏以

维护成本低、无缝拼接、视觉效果好、寿

命长等优点，呈现快速增长，并逐渐进

入室内应用领域，根据LED inside 预计，

2014～2018 年小间距 LED 显示屏市场

规模复合增速将达到110%。

实际控制人变更，后续资本运作可

期。目前，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董事长王

垚浩及其一致行动人，方案实施后，公

司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广晟公司，最终

控制人是广东省国资委。为避免同业

竞争，广晟公司承诺适时将南和通讯的

LED业务与资产注入上市公司，同时及

时处理其他存在同业竞争的子公司。

广晟公司拟以控股国星光电为契机，大

力发展LED产业；同时，在条件成熟时，

利用上市公司平台对优质资产进行整

合，做大做强上市公司。

西南证券

国星光电002449：

LED显示器件市场前景广阔

热门股

潜力股

电话：0551-65544354 15345693736

牛市股票配
资

网址：www.ahgppz.com 地址：合肥市庐阳区濉溪路国金大厦1305室

★专业为股民朋友提供融资炒股服务，时间灵活、费用低；
★您的自有炒股资金可以放大5倍杠杆，5万可以配25万；

出
众
投
资

一线教师一对一上门免费试听13033087885慕●

分类广告咨询电话：0551-62649617 62625568地址：润安大厦B座32层（杏花公园北100米）

正规银行贷款
无抵押贷款，利息合肥最低
1.3分当天放款13739256637

蜀山区光明老年护理院（医护型）65887717●

大志投资

财富热线：0551—62615286 13739266618龚总

◆急用钱、好项目借款融资大志是首选。市场最早、
最规范、利率最低、资金最雄厚，社会诚信度最高。
◆本公司长期办理企业及个人、房产、土地，车辆等实物抵押贷款。
◆快速现金收购商业房产、土地及车辆等。
◆欢迎各界人士，闲钱来投资，月收益 2%左右，有抵
押物。专业团队为您服务，保障资金安全，收益稳定。

诚邀全国合作伙伴加盟，高薪诚聘金融专业人士加入本公司，共创财富!◆

总部地址：合肥市府广场天徽大厦C座22层

信 贷 投 资信 贷 投 资

厂房
出租

柏堰科技园香薄路与樱花路
交口4200㎡13855188677

代办大额信用卡、贷款18757120961

旺 铺 租 让旺 铺 租 让

0.3兑现18805698617蒙城北路
实 体 店

0.4低价兑现垫还18326047002临 泉 路
元一名城
有 积 分

888快借凭本市身份证、户口本
可当天贷款5千-100万
芜湖路御景湾2栋2214室

18405512214 64490258

●安巍伟的车牌号：RV777车辆保险
单号：805012014340421000124遗
失，特此声明。
●许绍青,电动车销售部,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340123600172181遗失，
特此声明。
●陈成不慎遗失合肥绿地中心8号楼
2801购房定金收据一张编号0019852，
金额1000元整，声明作废。
●陈小东不慎遗失合肥绿地中心8号
楼购房定金收据一张编号0019851，
金额1000元整，声明作废。
●团力兴业（安徽）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340100400026147（1-1）
遗失，特此声明。

遗 失 声 明遗 失 声 明

168快借凭身份证、户口薄可当天
贷款5千-100万月息2%
地址：芜湖路御景湾2栋2301室

18788839360 0551-62625481

鼎尖投资
《选择鼎尖，贷款竟如此简单》

客服：0551-65855393 13966740606

快速办理个人企业、房产车辆抵押贷款服务
无任何手续费，随借随还，欢迎各界人士前来洽谈合作

高薪诚聘：办证部经理，二手房从业者优先

放款快 额度高 利息最低

地址：合肥北一环财富广场首座23F

鼎尖，有实物抵押的理财咨询平台，闲钱投资月收益2%

租赁合肥火车站出站口麦当劳负一层12000㎡
（可分割）13605609980

老 年 公 寓老 年 公 寓
六中名师英语课文+语法同步一对一62614805●

抵押无抵押均可低
息13155195357 63431995

急
贷 家家 教教租售集装箱住人移动房

合肥百年辉移动房18005694089

银
行

无抵押贷款
1分3起，随借随还，当天放款
18225861950门面招租

经开区芙蓉农贸市场门面136㎡门面招租，
上下两层，无转让费15357915832

转让15256976355
高新区1400㎡酒店超低价

3个月拿证，合肥训练、六安考
试，价格优惠（六安户口优先）

六安驾校
合肥办事处

13866756683
招 生 培 训招 生 培 训大额信用卡提额

POS机、信用贷、抵押贷
183266672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