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 6 月 3 日

宏觀經濟
大額存單推出，央行寬鬆從未改變
1.

大額存單正式推出。央行公告推出大額存單，5 月中媒體報導月內試點發行大額存單，央行利
率市場化行動步伐快於預期。大額存單產品投資人包括個人、非金融企業等，個人門檻 30 萬
元，機構門檻 1000 萬元，期限 1 個月到 5 年不等，發行利率以市場化方式確定，固利存單採
用票面年化收益率的形式計息，浮利存單以 Shibor 為浮動利率基準計息。可用於辦理質押業務。

2.

大額存單敲響利率市場化收兵鑼。為推進人民幣加入 SDR，我們認為政府將加速推進利率市場
化、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等各項金融改革，漸進審慎開放資本帳戶，提升人民幣廣泛使用和交易
度，助力人民幣國際化。當前我國貨幣和債券市場已實現利率市場化，大額存單推出加速存款
利率市場化，敲響利率市場化收兵鑼。按照“先大額後小額”的推進原則，下次降息時存款利
率 50%的上浮限制有望完全取消，完成利率市場化最後一躍。

3.

利率市場化需貨幣寬鬆護航。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正在重塑，未來回購利率有望成為新的基準利
率，近期超低回購利率引導短端利率大降，而 PSL 等新型貨幣政策工具引導低利率從短端向中
長端傳導。去杠杆完成之前，央行仍需通過多種途徑來降低社會融資成本，利率市場化加速仍
需貨幣寬鬆護航。

4.

央行公佈 PSL 細節，加強溝通透明度。央行公告 15 年以來繼續通過 PSL 為開發性金融支援棚
改提供資金，5 月末 PSL 資金餘額為 6459 億元，其中 1-5 月新增 2628 億元，目前 PSL 利率為
3.10%，坐實之前媒體報導。央行不僅公告了 PSL 的用途、額度、利率，也聲明從 15 年 6 月起，
人民銀行按月公佈上月 PSL 操作情況，可加強資訊溝通透明度，降低資訊溝通成本。

5.

央行寬鬆態度未變。PSL 操作啟動中國版“扭轉操作”，意在降低長期國債利率，而長期國債
利率是所有長期利率的基礎。目前經濟最關鍵的幾個指標沒有好轉，央行貨幣政策暫不會調整，
央媽就是親媽，寬鬆貨幣政策始終如一，從未改變！

6.

擁抱股債長牛。人口紅利結束以後地產將迎來長期拐點、零利率是長期趨勢，央行貨幣政策有
望長期寬鬆，降低利率、增加權益，助力債務去杠杆。而居民財富將趨勢性地從房產、存款轉
向金融市場，資本市場將取代銀行幫助中國經濟配臵資源、實現經濟轉型。在 15 年 6 月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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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鎖短放長扭轉操作開始實施以後，未來中國資本市場的股債雙牛行情有望繼續演繹，迎來金
融時代、擁抱股債長牛。

大市導航
銀行：大額存單點評：利率市場化推進預期中，負債端成本增量影響有限
1.

利率市場化推進市場預期充分。

2.

影響小，對負債端成本增量影響有限，更多是隱形攬儲成本轉化為顯性，或者對理財等替代轉
化。與海外不可比：海外存單推出在利率市場化早期，而目前國內的利率市場化程度很高，且
替代品多。大額存單與貨幣基金、理財、協定存款等有替代性。銀行存量對公和個人大客戶實
際利率市場化水準較高。

3.

有利於銀行增加主動負債工具，提高銀行自主定價能力，為貸存比逐步放開鋪路。利率市場化
的完成和貸存比的逐步放開，對銀行資產負債擺佈和定價提出新的要求，需要更多主動工具。

4.

銀行行業機會漸現，建議逐步加倉。近期銀行間利率低位趨穩，PSL 投放，前期政策提到疏導
貨幣政策傳導途徑，政策面對銀行轉向，或更多傾向資產負債表修復，推薦北京銀行為首的城
商行+興業銀行、華夏銀行，建議關注光大銀行。

風險提示：海外資金波動超預期。

步步高（002251）：定增募資 34 億發展線上線下業務，大股東認購 20%彰顯信心
公司 6 月 3 日發佈定增預案：擬以不低於 26.47 元/股向不超 10 名投資者發行 1.28 億股，募資不超
34 億元。其中，大股東步步高集團擬認購 20%，鎖 36 個月，其餘投資者鎖 12 個月。公司同時公
告參股設立並購基金，關注可能的外延機會：
擬與海通開元（出資 30%）及其他投資方共同設立海通齊東產業共贏基金，募資 15-20 億元，公司
出資不超 3 億元（占比 15%）參股，有利於強化產業佈局，把握並購機遇。
公司本次發行價格較停牌前（5 月 22 日）股價 34.95 元折價 24%。發行後，公司總股本將由 7.08
億股增至 8.37 億股，步步高集團（王填先生持股 69.96%）持股比例由 38.84%降至 35.95%，維持控
股地位。本次定增中，大股東認購 20%且鎖定 3 年（其餘投資者鎖定 1 年），彰顯對公司長期發展
的信心。本次募資 34 億元計畫用於①連鎖門店發展專案 5.7 億，湖南省內租賃開店 33 家，新增面
積 36.5 萬平米，完善省內網點且有望有效支撐電商業務；②步步高國際廣場項目 9 億，位於湘潭
九華示範區，總建面 26.76 萬平米，總投資 13 億元，預計 2017 年開業；③雲猴大電商平臺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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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億，建設內容包括物流體系、B2b2C 綜合服務平臺、供應鏈能力、行銷推廣、體驗店以及鋪底
流動資金，建設期 3 年；④償還銀行貸款 8 億。
預計公司 2015-2017 年 EPS 各為 0.5 元、0.56 元和 0.63 元，同比增長 3.1%、10.4%和 14.3%；停牌
前 34.95 元股價對應 2015-2017 年 PE 各為 70 倍、63 倍和 55 倍，248 億市值對應 2015 年 PS 為 1.65
倍。買入評級。
風險與不確定性。電商業務進展及成效的不確定性；新門店培育期拉長；跨區域擴張的不確定性。

盛達礦業（000603）：藍圖初現端倪，正式佈局“互聯網”
事件：
公司 2015 年 6 月 3 日發佈公告，公司擬收購 P2P 互聯網金融服務平臺——和信貸。本次收購標的
主要為和信貸運營商和信電子商務有限公司與和信金融資訊服務有限公司。
點評：
正式進軍 P2P 互聯網金融行業。公司擬收購 P2P 互聯網金融服務平臺——和信貸。本次收購所涉及
的標的包括兩家公司，分別是和信貸運營商和信電子商務有限公司與和信金融資訊服務有限公司。
公司以現金支付的方式共收購和信電商 5500.55 萬股，占比為 55%；和信金融 1100 萬股，占比為
55%。本次股權轉讓價款共計約 2 億元。經雙方協商，公司再以現金對和信電商增資 6250 萬元，
對和信金融增資 1250 萬元。本次公司對外投資總額為 2.75 億元。
上市公司通過本次收購將依託和信貸原先在互聯網金融業務上的經驗與優勢，借助平臺在互聯網金
融產品創新上的實力，進一步挖掘如何更好地將有色供應鏈金融與互聯網金融相結合，探索未來利
用“互聯網”升級改造有色供應鏈金融的新模式。同時，和信貸依靠此次資本注入，將進一步夯實
自身在信貸 P2P 平臺上的優勢，向成為國內領先的 P2P 借貸平臺更邁進一步。綜上所述，本次收購
將帶來雙贏的結果。上市公司借助平臺優勢，將深入佈局互聯網金融領域，發展供應鏈金融業務。
公司在“互聯網+”業務上的嘗試將取得實質性的進展。
盈利預測與投資建議。通過本次收購，公司在“互聯網+”業務上的佈局藍圖已初現端倪，將有色供
應鏈金融與互聯網金融相結合，將打開公司未來無限的遐想空間。公司未來三大看點：1）正式佈
局互聯網金融業務，為探索有色供應鏈金融升級改造邁出一大步；2）公司盈利能力超群，未來業
績觸底反彈持續增長預期強烈；3）公司礦產資源儲量豐富，未來集團旗下優質資產注入預期較強，
資源再增厚可期。參照同行業中盛屯礦業和馳宏鋅鍺 2015 年 PE 一致預期為 85.59 倍和 65.31 倍。
再考慮到公司初步佈局“互聯網+”領域，且盈利能力強，未來金屬價格上漲預期強，“買入”評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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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不確定因素。金屬價格大幅走弱風險；中國經濟持續疲軟，下游需求乏力；首次涉足 P2P 互聯
網金融行業，存在一定管理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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