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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改革系列 — 国有金融资本以监管为基  构筑开放与混改之路 
2018 年 7 月 9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的指导意见》出台，该文件明确了国有金融资

本定义与授权出资人职责，将强化国有金融资本管理。明确了财政部履行出资人的职责，管人、管事、管资产

的结合有利于国有金融资本的管理。监管是开放的基础，金融领域对外开放是未来发展方向。而强化国有金融

资本管理是开放基础。目前，在国有金融资本领域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尚未展开，《指导意见》的出台或意

味着未来金融领域将出现混改的投资机会。 

中南建设 (000961 CH; 6.16 元; 目标价: 8.92 元) 
千亿销售新军  业绩贡献初现    
中南建设 2018 年上半年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160%-180%，业绩大幅上升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增

加。2017 年，公司地产销售金额达到 963.2 亿元，同比增长 91.8%。公司 2017 年销售的高增长，这是公司

2018 年结算收入迅猛增长的最根本原因。2018 年 5 月初，我们多年来第一次撰写公司投资价值分析报告，预

测公司可能跻身地产优质蓝筹行列。当时，公司唯一未曾充分兑现的指标即业绩——而 2018 年中期则成为了

业绩兑现的起点。由于企业当前毛利率很低，企业 2019 年后的业绩弹性仍然很大。目标价 8.92 元，建议关

注。 

潍柴动力 (000338 CH; 8.27 元; 目标价: 15.0 元) 
业绩预告超共识  长期价值被低估    
潍柴动力业绩预告 2018 年上半年归母净利润为 39.8 亿元至 45 亿元，同比增长 50%至 70%，超市场和行业

预期。重卡行业销量连创新高和大排量发动机渗透率持续提升是公司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公司是国内重卡发

动机龙头，拥有本轮核心的大功率发动机资产；中长期发展战略清晰，智能物流、氢燃料电池打造全球一流。

目标价 15.0 元，建议关注。 

其他摘要 

招商蛇口 (001979 CH; 17.74 元; 目标价: 28.35 元) — 模式锻造成本优势  均衡推动规模增长    
招商蛇口 2018 年 6 月销售增长强劲。2018 年 6 月，公司实现销售面积 99.7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93.5%；实

现销售金额 231.8 亿元，同比增长 122.2%。我们认为，公司的价值来自于几个层面，即存量资源的丰厚价

值，重估资产净值达到 33.38 元/股；前港中区后城模式在深圳、漳州、上海、武汉、粤东、湛江等地不断复

制，从而确保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公司作为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央企，在整合、复制和扩张方面有广泛潜

力。目标价 28.35 元，建议关注。 

资料来源：相关公司、中信证券        风险等级：由低至高分 1 至 5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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