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 4 月 20 日

宏觀經濟
（1）經濟仍在尋底，通縮已成現實。1 季度 GDP 增速 7.0%，創 6 年新低。內外需全面下滑，二三產業全面
回落，工業增速下滑最為顯著。1 季度代表物價綜合走勢的 GDP 平減指數大幅跌至-1.1%，說明通縮已經成
為經濟現實。領先指標預示短期經濟仍難見底，我們預測 15 年 2 季度 GDP 增速將降至 6.9%。
（2）貨幣融資跳水。3 月社會融資總量同比大幅下降，其中表外融資大幅跳水。貸款疲弱及外占下降拖累
M2 增速大降至 11.6%。貨幣寬鬆加劇。上周流動性繼續顯著改善，貨幣利率 R007 首次降至 3%以內，一方
面源於央行繼續下調 7 天逆回購招標利率至 3.35%，另一方面源於央行持續貨幣投放，估算超儲率已經升至
2.6%高位，資金極大充裕。
（3）降准力度超預期。央行決定自 15 年 4 月 20 日起下調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 1 個百分點，並對符合條
件的金融機構額外降准，核心原因是貸款利率居高不下，導致經濟下行通縮加劇。降准有助於增加銀行可用
資金，全面降低市場利率。
（4）降息仍有空間，擁抱金融時代。總理在座談會以及調研兩大銀行時指出，當前利率下行幅度太小，6%
以上的貸款利率遠高於 5%左右的企業平均利潤率，也意味著降息仍有巨大空間。我們認為未來仍有 5 次以
上貸款降息，再次降息或隨時啟動。當前居民財富正從存款、房產轉向金融資產，而持續降准降息將強化利
率下行趨勢，金融大時代已經來臨，而股債雙牛依然可期。
（5）深化改革要動力。李克強總理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稱要向深化改革要動力，以改革的新成效、
新紅利支撐穩增長、保就業、增效益。證監會發言人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7 方面規範兩融是對現有規定的
重申和提醒，旨在促進融資融券業務規範發展，市場不宜過度解讀。
（6）歐央行維持利率。儘管近期歐元區經濟資料短期改善，歐央行也將今年經濟增速從 1%上調到 1.5%，
但其依然承諾繼續推行 QE，直到達到目標。

大市導航
（1）借力政策暖調，市場繼續走高。①上周上證綜指再創新高，3 月以來《邁向新高》、《大資
料告訴你牛市在途》、《牛市新階段》、《牛不停蹄》等提出政策暖調使得增量資金入市第二次加
速，市場將不斷新高，已得到驗證。二戰後主要經濟體牛市指數漲幅在 10-20 倍，結束於產業發展
動力耗竭，本輪牛市是管理層借助資本市場實現改革轉型，牛途還很長。②17 日證監會兩融新政，
我們第一時間點評指出“尚不能定性為高層欲調控股市”。18 日證監會澄清此舉 “並非打壓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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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日央行降准，超預期的利好再出現。《相信未來－20150202》中我們指出，政治角度理解利降
息和降准都是在落實 11 月 19 日國務院的“金融十條”，實現經濟穩中求進、防止金融風險。歷史
上央行降准後理財收益率下行，強化大類資產向股市轉移的趨勢。目前換手率（周度年化）為
817%，07、09 年高峰為 1657.5%、1137.5%，交易活躍度 18%，高峰為 19.7%。隨著市場熱度上升，
波動會加大，密切跟蹤股市政策。
（2）增量資金邊際力量強大，望填金融地產窪地。①4 月來最受市場關注的股票當數中國南車、
中國北車。前五大買入中券商營業部是絕對主力，專業機構投資者踏空者眾，個人投資者最大的買
入理由是新聞聯播對一帶一路、中國高鐵的報導。
A 股交易量中個人占比 84%，本輪增量資金中個人資金非常明顯，3 月以來銀證轉帳累計增加額
9175 億，占比 15 年以來的 68.8%。②增量資金填平窪地，金融地產優勢明顯。3 月第二次加速已
經蔓延到大戶（500 萬-1 億）+中戶（50-500 萬），新增開戶中專/高中及以下占比 27.2%。低估值、
低漲幅、低股價的個股容易受到這類投資者親睞，特別是加上如一帶一路、央企改革等政策利好刺
激。央行此次降准力度超預期，初步計算釋放資金總量 1.2 萬億以上。銀行、地產本來就低估值、
低漲幅，超預期利好刺激下望引來增量資金的追逐。
（3）策略：繼續做多。①證監會兩融新政暫不代表全面調控股市，央行降准力度超預期，借力政
策暖調，牛市望繼續上行。中期調整多由管理層調控股市、宏觀政策調整、海外金融風險導致，目
前市場熱度大幅上升，密切跟蹤政策。②維持 3 月中以來觀點，創業板代表的新興成長是長牛主角，
現階段上證 50 代表的金融更優。萬一出現 530 類似的政策調控，金融地產也有相對收益。個股如
興業、光大、平安、萬科、保利、泰禾、錦龍、華泰、光大、平安。③3 月 4 日來推薦大上海主題，
強調三大核心驅動力，國企改革+科創中心+迪士尼，個股如隧道股份、申達股份、申能股份、自儀
股份、華昌達、上海機電、新時達、華東電腦、張江高科、市北高新、美盛文化、春秋航空。《大
環保專題 1-2》力推大環保，“穹頂之下”後“水十條”再接力，疊加近期 PPP 熱度提升，繼續看
好此主題。公司如碧水源、三川股份、高能環境、博世科、燃控科技、理工監測、天華院、興源環
境、南方匯通等。
風險提示：政策推進不及預期。

航民股份（600987）：水污染防治行動計畫有利於印染行業集中度提高
事件：
國務院印發《水污染防治行動計畫》。日前，國務院印發《水污染防治行動計畫》。這是當前和今
後一個時期全國水污染防治工作的行動指南。行動計畫提出，到 2020 年，全國水環境品質得到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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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性改善，污染嚴重水體較大幅度減少，飲用水安全保障水準持續提升，地下水超采得到嚴格控制，
地下水污染加劇趨勢得到初步遏制，近岸海域環境品質穩中趨好，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區域
水生態環境狀況有所好轉。到 2030 年，力爭全國水環境品質總體改善，水生態系統功能初步恢復。
全國七大重點流域水質優良比例總體達到 75%以上，城市建成區黑臭水體總體得到消除，城市集中
式飲用水水源水質達到或優於Ⅲ類比例總體為 95%左右。
點評：
印染廢水水量較大。每印染加工 1 噸紡織品耗水 100～200 噸，其中 80～90%成為廢水。紡織印染
廢水具有水量大、有機污染物含量高、鹼性大、水質變化大等特點，屬難處理的工業廢水之一，廢
水中含有染料、漿料、助劑、油劑、酸堿、纖維雜質、砂類物質、無機鹽等。
印染行業將加速整合。我國印染行業高度分散，目前印染企業 2000 餘家，在環保日趨變嚴的情況
下，行業將加速整合。
積極推薦航民股份。公司是國內最大的服裝面料印染企業，其成本控制能力以及產品單耗都要好于
行業整體水準。公司同時有織布、熱電、汙水處理等配套設施，所以公司整體毛利率要高於同業。
公司份額僅 2%，提升空間巨大。而且我們認為航民股份是可以至少持續 2-3 年的成長股。公司目
前帳面資金 9.2 億元，或有較強的外延收購預期，公司在近期公告上也強調未來收購將是一個常態
化的工作。
風險提示。收購事項進展不順利；經濟形勢惡化，燃料價格大幅波動。

長城汽車（601633）：業績符合預期，彈性如期顯現
事件：
公司發佈 2015 年 1 季報。Q1 實現營收 193 億元（同比+31.2%，環比-3.4%），歸屬于上市公司股
東淨利潤 25 億元（同比+26.5%，環比+3.3%），對應 EPS 為 0.83 元。
點評：
SUV 銷量保持高增長。Q1 銷售整車 22.1 萬輛（同比+17.6%，環比-0.6%），SUV 銷售 17.6 萬輛（同
比+53.9%，環比+1.4%），皮卡銷售 2.8 萬輛（同比-12.0%，環比+6.1%），轎車銷售 1.7 萬輛（同
比-59.1%，環比-24.2%）。2015 年公司全年銷量目標為 85 萬輛，Q1 已完成全年銷量目標 26%。
盈利能力環比繼續提升。Q1 毛利率為 26.6%（同比-1.4 百分點，環比+0.1 百分點），三項費用率為
7.1%（同比-1.1 百分點，環比-2.7 百分點），淨利率為 13.1%（同比-0.5 百分點，環比+0.8 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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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 H2、H9、H8 等新車型銷售上量，零部件集采成本將進一步下降，同時規模效應將攤低單車折
舊成本，推動毛利率繼續提升。
H8 銷量有望逐月攀升。戰略新車 H8 將於 2015 年 4 月 20 日上海車展重新上市，並面向全國發售。
H8 已開始接受預訂，哈弗品牌口碑傳遞良好，新產品市場熱度高，預計未來銷量有望快速攀升至
5000 輛。
紅標/藍標分網深挖消費潛力。哈弗 SUV 車型（含未投產）包括 H1、H2、H3、H5、H6、Coupe C 、
H7、H8、H9 等，完成覆蓋 6-20 萬元區間無縫覆蓋。未來公司將推行紅標/藍標的“雙品牌”戰略，
通過不同品牌形成一車兩款，在外形和功能突出差異化，全面深挖消費潛力，推動市場份額提升。
盈利預測與投資建議。繼續高呼買入！我們維持公司 SUV 銷量超百萬輛的長遠目標，看好公司未
來成長為中國汽車產業的“華為”、“豐田”。H8 已重新登場，公司長期成長更為確定。維持
2015 年、2016 年 EPS 分別為 4.90 元、5.80 元，對應 2015 年 4 月 17 日收盤價 PE 分別為 12 倍和 10
倍。目標價 66 元，對應目標市值 2000 億元，強烈建議買入。
風險提示。SUV 市場景氣回落。新品銷售不達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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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個投資產品的計價貨幣乃投資者本國或地區以外的其他貨幣，匯率變動或會對投資構成負面影響。過
去的表現不一定是未來業績的指標。某些交易（包括涉及金融衍生工具的交易）會引起極大風險，並不適合
所有投資者。人民幣計價股票的二手市場可能未必活躍，閣下或需承受有關的流通量風險。由於人民幣仍然
不能在香港自由兌換，閣下可能無法在閣下所選定的時間兌換人民幣及／或兌換閣下選定的人民幣金額。人
民幣匯率波動可能導致閣下於兌換人民幣為港幣或其他外幣時蒙受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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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產生的任何直接、間接或相應損失承擔任何責任。證券價格可升可跌，甚至變成毫無價值。買賣證券未必
一定能夠賺取利潤，反而可能會招致損失。海通國際證券及本集團的關聯公司、其高級職員、董事及雇員將
不時於本文件中提及的證券或衍生工具（如有）持有長倉或短倉、作為主事人，以及進行購買或沽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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