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 8 月 10 日

宏觀經濟
宏觀：穩增長由守轉攻，貨幣政策攻轉守
① 經濟短期反復，物價低位企穩。7 月我國出口同比大幅下降 8.3%，進口同比-8.1%，反映內外需
仍然偏弱。但 7 月下旬、8 月上旬發電耗煤增速降幅縮窄，意味著 8 月經濟仍有望反彈，而當前經
濟或處於短期反復築底階段。上周豬價再創新高，推動食品價格繼續上漲。預測 7 月 CPI 小幅反彈
至 1.6%，8 月 CPI 反彈至 1.7%。而 7 月大宗商品價格大幅下跌，預示 PPI 降幅擴大。
② 貨幣政策鋒芒盡收。央行稱上半年貸款利率和社會融資成本顯著下降，考慮債務臵換後的真實
社會融資總量並不低，未來一段時間貨幣增速可能還會加快，穩增長使得近期需求有所回升，帶動
物價低位企穩。意味著上半年寬鬆貨幣政策的效果正在顯現、下半年或暫收鋒芒。上周央行公開市
場再度淨回籠，而二級市場貨幣利率低位穩定。
③ 穩增長由守轉攻。8 月初發改委發佈六大高端製造業工程包，從去年 11 月的基建投資到今年的
新興產業、高端製造業，三批次重大工程包的變遷折射出，國家發改委穩增長手法正由守轉攻，不
僅局限於基建托底。傳國開行、農發行或將向郵儲銀行定向發行專項建設債券，主要採用股權方式
投入，用於專案資本金投入等，或有望撬動萬億基建投資，對沖經濟下滑。
④ 巴西匯率創新低。上周雷亞爾大跌至 12 年新低，本年累計貶值 24%。巴西經濟出現 25 年來最
大衰退，國內政治醜聞升級，巴西央行立場轉變暗示短期不再加息，中國對巴西產品需求下降、美
元走強都是雷亞爾大跌的原因。

大市導航
交通運輸： “中國神船“呼之欲出或兌現航運改革預期
8 月 7 日晚，中遠集團和中海集團旗下 4 家上市公司（中國遠洋、中遠航運、中海發展、中海集運）
同時發佈籌畫重大事項的停牌公告。市場預期兩大集團的內部整合將讓“中國神船“呼之欲出。事
實上，航運板塊從去年以來的強勢表現早使得航運央企的整合不斷升溫，停牌此舉也是改革兌現的
一次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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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整合效應出發，集運整合意義最大。1）集運也是目前我國唯一沒有完成整合的海運板塊（油運
方面：去年 9 月招商局集團與中外運長航共同組建了 CHINA VLCC；散貨方面：今年 5 月中海發展
與中散集團共同組建了中國礦運）。2）集運業集中度高，強者恒強特徵最明顯（馬士基作為行業
老大，規模遠超其餘班輪公司，盈利能力也一騎絕塵），中海和中遠兩家排名世界前 10 的船公司
整合有助發揮 1+1》2 的規模效應。
從停牌涉及的業務層面，不排除進行更深層次整合的可能性。兩大集團旗下 4 家上市公司的資產主
要涉及幹散貨、集裝箱、油運和特種運輸。其中中國遠洋主營業務為散貨和集裝箱、中遠航運為特
種運輸、中海發展為散貨和油運、中海集運為集裝箱。兩大集團下屬 4 家公司業務重新按照 4 種運
輸方式整合不無可能。
風險提示：整合進度低於預期。

建材：關注中國建材、中材集團國企改革投資機會
近期中遠和中海重組預期有望成為央企改革新一輪催化劑，我們重點推薦中國建材旗下央企改革標
的：中國巨石、北新建材，重點關注瑞泰科技。中國巨石及北新建材已公告成為中建材此輪國企改
革試點公司，後續集團資產整合、股權多元化、管理層股權激勵可期；瑞泰科技主業疲弱，是中建
材旗下市值最小上市公司，後續主業拓展及國企改革可期。此外，中材集團旗下水泥資產同業競爭
承諾即將到期（9 月 7 日），後續天山股份、祁連山、寧夏建材水泥資產有望整合，雖然相關事項
進展尚有不確定性，但目前天山股份、祁連山、寧夏建材從 PB 及噸 EV 角度看估值安全邊際較足，
建議關注相關個股投資機會。
風險因素：央企改革進程不達預期等。

保利地產（600048）：月度同比保持擴大，多管道加深戰略合作；股價接近定增價，戰略投資期打
開
事件：公司公告 7 月銷售和土地購臵情況。
淡季正常回落，同比保持增長。公司 7 月銷售面積 83.12 萬平米，同比增長 408.6%，環比增長56.7%；實現銷售金額 96.63 億元，同比增長 46.06%，環比增長-62.33%。7 月屬傳統銷售淡季。環
比資料看， 7 月銷售環比負增長屬正常現象。此外，公司同比增速趨勢向好明顯。1-7 月公司累計
實現銷售面積 667.86 萬平，同比增長 20.09%；累計實現銷售金額 857.05 億，同比增長 19.44%。從
銷售均價看，7 月銷售均價為 1.16 萬元/平，與今年 1 月 1.18 萬元/平銷售價格基本持平。預計全年
有望完成 1700 億左右銷售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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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直接投資保持穩健。7 月公司累計僅獲取項目 3 個。7 月新增項目累計占地面積 16.63 萬平、
累計建面 45.95 萬平，其中權益建面 45.95 萬平。以上項目累計權益土地款支出在 8.18 億，折合每
平米地價 1779.8 元。按照公司 2014 年所實現的專案銷售均價 1.13 萬元/平推算，以上土地儲備具
備較好利潤率。公司土地直接投資金額較去年同期有所減少，但考慮收購上臵集團預計整體投入規
模基本持平。
擬認購粵高速非公開發行 A 股股份，形成戰略合作關係：粵高速 2014 年報明確表示繼續夯實高速
公路主業基礎。按照“降本增利，有進有退，做強做優高速公路主業”的工作思路，以省內專案為
主、省外專案為輔，繼續整合高速公路資源，為實施多元化發展提供支持。同時繼續加大高速公路
沿線土地開發力度，通過實施“平臺化”運作，整合土地、資金和人力資源，以新型商業運作模式
帶動土地開發工作滾動發展。以科技公司為平臺，推進節能環保業務，開拓系統內節能服務市場，
提高專案收益。
收購上臵集團，補充上海區域優質土地。一旦收購完成，保利有望控制上海核心區域內 100 萬平左
右優質項目。考慮區域一線城市土地獲取難度大，交易完成將直接增強保利地產區域經營實力。

永輝超市（601933）：牽手京東強強聯合，超市龍頭成管道供應鏈王者
擬以 8.93 元發行 7.18 億股募資 64.6 億現金，占發行後 15%股本，對象為京東邦能投資、江蘇圓周
電商、牛奶公司和董事長張軒松，鎖 36 個月。前兩者控股股東為劉強東和孫加明，入股後將各持
永輝 5%，並派一個董事和獨董，管理層引入互聯網思維，治理更優化；牛奶公司 19.99%的持股未
稀釋；張氏兄弟持股由 31.94%略降至 29.15%，維持控股。
募資用途：①3 年內在華北、西南、浙江等開 225 家店，投資 66.15 億，使用募資 55 億，提升規模；
②建福州南通物流配送中心，投資 5.7 億，使用募資 5 億；③建生鮮冷鏈物流系統專案，投資 5.9
億，使用募資 4.6 億，提升供應鏈運營能力。
與京東簽戰略合作協定（京東首次與實體零售入股合作），雙方發揮各自在市場地位、使用者、資
訊、物流等方面優勢，聯合採購，打通線上線下，合作探索零售金融服務。公司此次引入京東，將
國內線上線下供應鏈最先進的兩家零售巨頭利益綁定，在入口、物流（京東 7 大物流中心，143 個
大型倉庫，3539 個配送點與自提點）、供應商合作（聯華、中百、京東聯合採購、牛奶國際海外
供應鏈）、客戶資源、資訊技術、金融等全面打通，有望實現多贏優勢互補。
推薦邏輯：①公司以生鮮核心競爭力和經營模式起家，堅定踐行零售本質，強化後臺、整合供應鏈、
著力商品經營，構築越來越強大的護城河，並正加速構建線上線下融合、差異化有協同多管道銷售
體系；B2B 業務或是其新的業務機遇。②公司是目前零售行業中極少的高成長標的，412 億市值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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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15 年 PS 僅 0.9 倍，業績和估值安全邊際高。③考慮到下半年和 2016 年的通脹預期，公司同店
增長和淨利有望受益。
預計公司 2015-2017 年淨利各為 10.12 億元、12.16 億元和 14.95 億元，同比增長 18.82%、20.18%和
22.94%，EPS 為 0.25 元、0.30 元和 0.37 元。公司停牌前（7 月 30 日）市值 412 億元，對應 2015 年
動態 PE 約 40 倍、PS 約 0.9 倍，考慮到公司未來面向全國的更大成長空間，有望實現 20%左右的收
入和利潤複合增長，給予目標價 21.73 元(對應 2015 年 2 倍 PS)和“買入”評級。
風險和不確定性：跨區域擴張的風險，包括擴張區域的選擇和擴張速度等；電商業務發展的不去定
性；激勵機制改善的不確定性。
投資建議：給予 “買入”評級。預計 2015、2016 年 EPS 分別是 1.37 和 1.64 元，RNAV 在 19.84 元。
對應 2015 和 2016 年 PE 為 6.82 倍和 5.7 倍。給予公司的“買入”評級。給予公司 2015 年 12 倍市
盈率，目標價格 16.44 元。
主要不確定因素。行業復蘇不達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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