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 10 月 14 日

宏觀經濟
出口改善進口大跌，順差仍近歷史新高——9 月外貿資料點評
資料表現：2015 年 9 月中國出口同比下降 3.7%，進口同比降幅擴大至 20.4%，貿易順差達 603.4 億
美元。
我們的觀點：
一、9 月我國外貿出口同比下降 3.7%，降幅在 8 月-5.5%的基礎上進一步收窄，顯示外需有所改善，
與統計局 PMI 的新出口訂單指數反彈相一致。同時，匯改後人民幣小幅貶值，對出口也具有一定的
積極影響。
二、 9 月對美國出口同比增速為 6.8%，對東盟 6.0%、印度 16.3%，均大幅反彈並轉正；對日本、
歐盟出口同比跌幅收窄，分別為-4.6%和-0.2%。而受去年同期高基數影響，對香港出口同比大幅下
降 23.0%，但環比仍增長 2.1%。總體來看，外需有所改善。
三、9 月我國一般貿易出口增速為 2.1%，較上月的-4.1%大幅反彈，加工貿易出口同比下降 11.8%，
降幅較上月有所擴大。9 月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下滑 4.9%，降幅小幅收窄；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增速
為 4.3%，較上月大幅提升。
四、9 月進口同比下降達 20.4%，跌幅較上月大幅擴大，大宗商品價格有漲有跌，而內需依然萎靡，
短期內難以見底。具體來看，9 月鐵礦石進口同比增長 1.7%，相比 8 月有所回升；原油 1.4%，較 8
月下降，大豆進口受低基數影響同比增長 44.4%，但環比下降 8%。受前期銅價下跌刺激需求影響，
未鍛造銅及銅材進口同比大增 17.9%，環比增速達 32.7%。
五、9 月順差較上月增至 603.4 億美元，疊加近期人民幣貶值預期明顯改善，熱錢流出放緩，短期
降准必要性下降；但 9 月以來經濟通脹再度回落，降息空間打開，寬鬆仍將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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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制中國？想多了吧！——還原 TPP 六大真相
TPP 是什麼？TPP 是在 2002 年就開始醞釀的一組多邊自由貿易協定，旨在促進亞太區貿易自由化進
程。12 成員國 GDP 總和占全球的 40%，成員國家之間在人口、人均收入、外貿依存度、貿易差額
等方面差異也較大。
TPP 主要內容有哪些？TPP 包括 30 個章節，追求更高層次的貨物和服務貿易自由化。貨物貿易方面，
追求零關稅目標，高於當前 WTO 框架的要求。服務貿易方面，重點開放金融、法律服務、教育、
電信、快遞、電子商務和資料等領域，成員國須接受負面清單義務，開放程度遠高於 WTO 框架下
的 GATS。跨國投資方面，規定允許投資資金自由轉移，引入負面清單機制，設立中立、透明的國
際投資爭端解決機制。TPP 還就環境、勞工、國企等特殊問題做了統一規定。
TPP 意在壓制中國？美國推進 TPP 的最大目的是解決貿易失衡問題、促進自身經濟增長。失衡原因
不在中國，“壓制中國”純屬陰謀論！從 80 年代至今，美國一直是貿易逆差，日本、中國相繼是
逆差主要來源國。若美國壓制中國進口，還會有其它國家“接棒”。WTO 規則不合理和美國的技
術出口限制，是美國逆差產生的外部主因。WTO 對服務貿易自由化推動不夠；WTO 條款令發展中
國家的環境、勞工權益保護成本較低；美國對中國設臵了多種技術出口障礙。美國炮製 TPP，意在
繞開 WTO，倒逼貿易規則改革。事實上，只要中國符合條件，美國隨時歡迎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加
入 TPP。
TPP 對成員國家有何影響？促進區域貿易，作用大小各異。例如北美自貿區協議生效後，美國出口
到自貿區份額從 32%上升到 37%，加拿大從 83%到 88%，墨西哥從 88%到 90%。但墨西哥、加拿大
已有 80%以上的出口在 TPP 區域內，再提升空間有限。緩解貿易失衡，但短期作用有限。TPP 有助
於美國服務出口，減少進口依賴，有望緩解美國貿易逆差。但馬來西亞、越南、墨西哥等經濟規模
小，對解決失衡作用有限。衝擊部分領域，降低經濟效率。貿易開放是雙刃劍，有領域受益，就有
領域受傷。TPP 中的部分條款具有貿易保護主義的特點，可能會帶來經濟效率損失。
TPP 對中國有何影響？比較優勢降低，貨物貿易衝擊。如果中國不加入 TPP，中國仍將面臨美國、
日本 3.5%和 3.1%的平均關稅，而越南等國面臨零關稅，中國產品處於劣勢。TPP 條款中的原產地
原則也可能限制中國的出口。投資轉移效應，衝擊 FDI。由於限制多，過去中國服務業 FDI 較少。
TPP 大大降低了成員國服務業的投資門檻，未來外資將可能轉向 TPP 成員國家。不必悲觀的三個理
由：TPP 尚未達成最終協議，中國還有喘息之機；沒有中國，TPP 的“蛋糕”難以做大；中國也有
自己的自貿協定，對沖 TPP 的影響。
中國如何應對 TPP 挑戰？擁抱 TPP，倒逼國內改革。TPP 條款中看似針對中國的問題，恰恰是中國
經濟改革需要解決的。
美國炮製 TPP 是在解決自己的問題，而中國符合了 TPP 條件何嘗不是解決了自己的問題呢？加入
WTO 的經驗也表明，長期利益遠比短期衝擊重要。積極備戰，推動開放進程。一方面，積極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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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自貿區建設，在自貿區進行壓力測試，逐步推廣試驗成果。另一方面，積極進行自貿談判，建
立自己的“朋友圈”。

大市導航
傳媒：互聯網撬動萬億教育市場
教育市場持續高速發展，政策+互聯網將打開教育增量市場。近 20 年來，我國教育市場持續高速發
展。具體來看，教育經費增速始終保持在 15%以上，且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占 GDP 的比重也穩步
提高。然而，政策上掣肘以及線下教育的天然不足限制了教育行業的更快發展。好在目前政策破冰
已有端倪，且線上教育的快速發展也解決了線下教育的種種不足，我們相信這些良性趨勢將打開教
育行業的巨大增量市場。
線上教育方興未艾，未來發展空間巨大。在 BAT、網易、新浪、360 等互聯網巨頭紛紛推出各自的
線上教育產品的背景下，中國線上教育於 2013 年正式拉開帷幕。隨後，資本開始大批湧入，並使
得線上教育市場進入高速發展期。目前行業：仍處於早期的發展階段（大量投資集中于早期（天使、
A 輪））；參與者處在跑馬圈地狀態（市場集中度低）；資產證券化程度較低。我們認為“內生+
外延”的齊頭並進將是線上教育公司未來發展的主旋律，因此我們看好在細分領域處於領先地位的
公司，以及擁有資本優勢的上市公司。
早教市場：朝陽產業，市場無限。隨著第四次嬰兒潮的到來以及中國家長一直以來對孩子早教的高
度重視，我國的早教行業來到了黃金的發展階段。建議關注通過收購優質資產進入早教市場的威創
股份。
K12 市場：需求旺盛+政府支持+互聯網顛覆傳統。K12 行業規模巨大，且仍處於藍海市場。我們看
好從體制內切入市場（有一定壁壘），並能建立線上教育生態系統的公司。建議重點關注已在 K12
領域深度佈局的的龍頭公司拓維資訊、全通教育、天喻資訊和中泰橋樑。
職業教育市場：付費意願高，線上接受度高。由於職業教育可以為用戶帶來直接的職場投資回報，
是一種較為剛性的需求，因此我們看好線上職業教育對傳統線下職業教育的替代。A 股中建議關注
以線上建築行業培訓起家，志在打造全主流品類線上職業教育服務的洪濤股份。
語言培訓市場：看好未來收購整合。目前語言行業參與者眾多且進入的壁壘並不高。我們認為在行
業在經過前期大規模的無序增長之後，後面更多的兼併收購案例或將開啟，行業集中度有望逐步得
到提升。建議關注該領域擁有資本優勢的 A 股上市公司新南洋。
風險提示。教育政策改革力度不及預期；線上教育市場規模增長不及預期；中國經濟持續疲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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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9 月新能源汽車產銷衝擊 3 萬輛，推動板塊持續上揚
中汽協 13 日發佈 9 月新能源汽車產銷資料。9 月新能車產銷分別達 2.83 和 2.81 萬輛，同比增長
2.1 和 2.2 倍。其中，純電動產銷量 2.0 和 1.9 萬輛，同比增長 2.7 和 2.9 倍；插電式混動產銷量
7959 和 8864 輛，同比增長 1.1 倍和 1.3 倍。9 月表現略超預期，10 月放量預計還將持續。銷量的
持續上升表明了需求仍非常強勁，符合我們早期的判斷，同時預計將帶動相關企業三季報表現突出、
基本面超預期。短期，看好公交滲透+一線城市牌照紅利，中期增長動力首先是商業化運營，長期
關注核心是技術升級、成本下降、以及產業鏈龍頭的形成。關注整車【比亞迪、萬向錢潮、多氟
多】，核心材料【滄州明珠】、碳酸鋰【天齊鋰業】、電池【東源電器】。
風險提示：大盤系統性風險

航空航太與國防：產業地位進一步提升，專項有望落地強力扶持
事件：
中航動力、成發科技、中航動控 10 月 13 日晚發佈公告：實控人中航工業告知，按照國家有關部門
的安排，目前正制定中航工業下屬航空發動機相關企(事)業單位業務的重組整合方案，中航工業預
計不再成為公司的實控人。上述事項近期不會涉及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相關事項，14 日起複牌。
點評：
航空發動機產業改革落地，我國航空製造業飛發分開體系將有望確立，符合我們預期。世界主要航
空大國如美國、歐洲、俄羅斯均採取飛、發分開體系，即航空發動機獨立於飛機的發展方案。近年
來國家關於發展發動機產業也逐步產生類似爭論，2015 年政府工作報告首次將航空發動機寫入政
府工作報告。此次股權劃轉意味我國航空製造業飛發分開體系將正式確立，航空發動機產業地位進
一步提升，將對發動機產業形成重大利好。
航空發動機與燃氣輪機重大專項有望隨後出臺，極大提振產業。航空發動機是一國工業基礎、科技
水準、經濟國防實力重要標誌，我國落後現狀亟待改進，未來發展空間巨大。發達國家無不斥鉅資
投入航空發動機產業。我們推測飛發分立體系確立後，兩級專項有望隨後落地，投資規模有望超預
期達 2000 甚至 3000 億元，將強力推動產業大發展。
給予行業“增持”評級，重點推薦：成發科技、中航動力、中航動控。此外，做為航空發動機高溫
合金材料的重要供應商，鋼研高納、撫順特鋼也將受益，建議關注。
風險提示：改革的不確定性。軍品訂單大幅波動。系統性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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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隆東方（601339）： 15 倍 PE 估值的棉紡織龍頭，受益於棉價上漲、TPP 的強烈預期
未來兩年棉花價格上漲的概率極高：（1）棉花現貨價格 1.3 萬/噸，國內種植成本 1.8 萬/噸，目前
的價格是國家直補政策下的極端價格，相當於 2003 年的歷史水準；（2）目前全球範圍內供給端在
收縮，今年美國、中國的棉花種植面積分別下降 15%、25%；（3）壓制棉花價格的因素是國內
1000 萬噸的棉花庫存，隨著時間推移而勢弱，且中儲棉拋儲，也存在對棉花價格上漲的客觀需求；
（4）百隆目前 30%產能在越南，後續增發越南擴產可期。
風險提示：主要不確定因素：越南產能開工不達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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