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 10 月 20 日

宏觀經濟
投資拖累經濟破 7，貨幣寬鬆仍需加碼——3 季度 GDP 及工業投資資料點評
經濟通脹：經濟增速首次破 7，短期通縮風險升溫：3 季度 GDP 同比增速 6.9%，為 09 年 1 季度以
來首次低於 7%，未達政府年度目標，而環比增速也僅 1.8%，較 2 季度明顯下滑。3 季度 GDP 平減
指數同比-0.66%，較 2 季度下滑並再度轉負，印證 3 季度 CPI 微升但 PPI 跌幅擴大，表明短期通縮
風險升溫。
結構分析：需求結構繼續改善，產業結構繼續優化：從支出法角度看，外需羸弱內需托底。3 季度
三駕馬車中投資仍在下滑、出口跌幅擴大、僅消費微幅回升、成為中流砥柱。且消費對經濟增長貢
獻率高達 58.4%。從生產法角度看，二產回落三產微升。第二產業對 GDP 同比的拉動降至 2.5%，
增速降至 5.8%，其中占比最大的工業，增速降至 5.9%，成為主要拖累。而第三產業對 GDP 同比的
拉動升至 4.1%，增速微升至 8.6%，創 13 年 1 季度以來新高。
固定資產投資：投資增速整體滑坡，製造業地產創新低：15 年 3 季度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速 8.7%，
再下臺階，其中 9 月增速創新低至 6.8%。受困於產能過剩仍待去化，以及實際融資利率依然偏高，
製造業投資增速繼續下滑，9 月創新低至 4.5%。而 8 月底依法啟動對地方政府債務的限額管理後，
基建投資資金來源更顯捉襟見肘，基建投資增速小幅回落。3 季度地產投資增速由正轉負至-0.5%，
且 9 月跌幅仍在擴大。房貸利率回落的邊際效果正在減弱，3 季度各月地產銷量增速拾級而下，9
月降至 9.0%。而低基數效應和前期銷量持續高增帶動庫存去化令 9 月新開工面積增速短期回升。
展望未來，穩增長或令投資增速短期改善，但長期依然堪憂。預測 10 月投資增速回升至 9.6%，地
產投資增速回升至 0.4%。
工業增加值：3 季度增速回落，4 季度或低位徘徊。15 年 3 季度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速較 2 季度繼續
小幅下滑，其中 9 月增速明顯回落。3 季度各行業增加值中，下游漲跌互現、中游漲多跌少、上游
小幅回升。10 月以來，發電耗煤增速跌幅仍在 10%左右，高爐開工率也仍處低位，我們預計 10 月
工業增速仍處 6.2%的低位。
經濟展望：經濟物價壓力仍大，貨幣寬鬆仍需加碼。服務業擠泡沫、工業投資去產能，意味著經濟
仍在尋底。經濟刺激措施僅能部分抵消、但不能完全逆轉經濟下行的壓力。而統計局 9 月先是“低
調”下調 14 年 GDP 增速，而後又稱 GDP 不低於 6.5%就是接近 7%，這說明政府或已逐漸接受低於
7%的 GDP 增長新常態。我們預測 4 季度 GDP 增速低位穩定在 6.6%，下調全年 GDP 增速至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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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調 16 年 GDP 增速至 6.5%。而 9 月社融信貸小幅改善，但貨幣增速回落卻增加通縮壓力。經濟物
價壓力仍大，預示降息空間再度打開。而外占大幅下滑也要求及時降准補充流動性。

積極財政仍待加碼
9 月財政收入同比增速小幅回升至 9.4%，其中中央回升至 8.1%，地方本級回升至 10.6%。9 月份，
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 10892 億元，同比增長 9.4%，較 8 月回升 3.2 個百分點。其中，中央一般預
算收入 4844 億元，同比增速回升至 8.1%，地方本級一般公共預算收入 6048 億元，同比增速回升
至 10.6%。
主要收入項目中，增值稅、關稅降幅收窄，消費稅、營業稅和個人所得稅增速仍高，企業所得稅增
速因特殊收入劃轉而大升並轉正。9 月財政收入中，稅收收入 8299 億元，同比增長 3.6%，增速較
8 月微升 0.1 個百分點；非稅收收入 2593 億元，同比增長 33.3%，較 8 月上升 16.3 個百分點。其中
中央非稅收入 796 億元，增長 88.2%，主要是有關機構集中上繳收入增加；地方非稅收入 1797 億
元，增長 18%。
9 月財政支出同比繼續上升至 26.9%，其中中央由正轉負，為-2.5%，地方本級增速 31.7%。9 月全
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 17799 億元，同比增長了 26.9%，較 8 月份上升 1 個百分點。其中中央一般公
共預算支出 1901 億元，同比增長-2.5%，較 8 月回落 33.2 個百分點，主因是前幾個月加快重點支出
預算執行進度，部分資金已提前撥付；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支出 15898 億元，增長 31.7%，較 8 月份
上升 6.7 個百分點。截至 9 月，今年財政支出完成預算的 70.4%，快於去年同期，主因是加強預算
執行管理。
1-9 月財政支出分項中，教育、社保就業、城鄉社區等領域支出占比較高，而節能環保、交通運輸、
社保就業等領域支出增速較快。從財政支出分項資料看，1-9 月節能環保、交通運輸、社保就業同
比增長分別為 29.3%、22.3%和 22.4%。
積極財政仍需加碼。雖然 9 月財政支出增速繼續走高、支出進度繼續加快，但基建投資仍大幅下滑。
三季度 GDP 增速 6.9%，繼 09 年一季度以來首次低於 7%，預示 4 季度積極財政政策仍需加碼，托
底經濟下滑。

大市導航
汽車：堅定推薦新能源汽車：短有基本面，長有十三五，催化未結束
近期新能源汽車主題持續發酵。習主席本周訪英，期間比亞迪將在倫敦展示全球首台純電雙層公交
大巴，同時與英國最大客車生產商 ADL 簽署合作協定和倫敦 51 台 12 米單層電動大巴訂單。雙方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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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將共同生產純電大巴，由比亞迪提供電池、底盤和電動系統，ADL 製造車身，比亞迪的電動化路
線有望走向國際。公司計畫 2020 年前在歐洲建立至少一個大巴工廠，並積極尋求本地化合作，切
入歐洲電動公交領域並逐步進入歐洲新能源乘用車市場。這將進一步強化龍頭實力，並帶動國內新
能源汽車加大出口，預計將成為高鐵後的又一亮點。我們一直強調新能源汽車未到賣點，繼續堅定
持有，短有基本面，長有十三五，催化未結束。9 月產量先行、10 月強勢已成，電動客車高彈性正
發酵，依然推薦下游整車+核心上游，首選比亞迪、多氟多、中通客車、滄州明珠、松芝股份、天
齊鋰業，建議關注萬向錢潮、金龍汽車。
風險提示：1）政策執行力度；2）企業產學研的進度；3）客戶的認可程度。

非銀：券商股觸底反彈,重申市場回暖下的投資機會
近期券商股連續表現較好，我們重申市場回暖下券商股的投資機會。行業目前主要有三大投資邏輯：
1、估值低，目前股價已充分反映券商下半年業績增速放緩預期：從券商公告的月度數據來看，7-9
月單月淨利潤環比雖有所下滑，但 1-9 月累計淨利潤仍同比高增長，綜合全年，業績同比增速仍預
計將達到 80-100%，快於其它行業。從估值上來看，目前股價對應 2015E P/E15.4 倍，對應 2015E
P/B 2.1 倍，估值已回到 2014 年 7 月券商股啟動之前的水準。我們認為當前價格已充分反映下半年
業績下滑的預期，股價安全邊際非常高，估值具備長期提升空間。
2、市場負面因素正逐步消化，業績彈性更大：隨著配資清理大限已過，多家違規上市公司及金融
機構也已收到處臵罰單，利空基本出盡。我們認為去杠杆帶來的負面效應正逐步消化，市場重拾熱
度，最近兩個交易日股基金交易額均突破萬億元；投資者信心有所恢復，增量資金逐步進場，上周
交易結算資金連續 5 周以來首次資金淨流入；兩融餘額觸底開始緩慢回升。我們認為券商作為資本
市場改革的中心，市場回暖的背景下，業績提升彈性更大。
3、關注行業轉型，期待證券行業政策紅利釋放：2012 年創新大會以來，券商資本仲介類業務迎來
爆發型增長，在本輪牛市行情的助推下，兩融最高規模曾一度達到 2 萬億元的水準，但隨著去杠杆
以及市場波動加劇，兩融規模快速下滑，最新兩融餘額已不到萬億。同時，IPO 暫停、經紀業務面
臨量價雙殺的尷尬局面，使得券商亟需尋找新的業績增長點。我們認為，隨著公司債新政以及企業
債發行的放寬，券商短期內投行業務的重點將轉至債券承銷；經紀業務將擺脫“靠天吃飯”的模式，
以互聯網作為引流的入口，向財富管理轉型；券商因資本仲介需求下滑產生的冗餘帳面資金將更多
的投向直投專案、資管產品發行等。
選股邏輯上，我們建議關注兩類：
1、主題投資性較強，彈性較大：國元證券（公司具有國企改概念，已推出員工持股計畫，目前估
值低，彈性較大）、國金證券（互聯網金融具先發優勢、與互聯網公司深度合作；民營體制靈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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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綜合實力較強，佈局全面的大型券商：華泰證券（公司管理層前瞻性較強，提前主動降傭，目
前傭金率行業最低，下滑空間有限；經紀份額最大，未來財富管理轉型具優勢）、廣發證券（業務
佈局均衡，積極佈局業務轉型）。
風險提示：市場低迷導致業績和估值雙重下滑。

新能源：能源互聯網能否再度點燃市場
我們 3 月 12 日率先在市場推出能源互聯網主題，發佈《閉環共振，跨界革命》，之後整個版塊迅
速啟動，一系列的股票脫穎而出，漲幅一到兩倍不等。6 月中旬，隨著市場的調整，整個版塊股價
大幅調整。能源互聯網主題是否能夠再度回歸市場？我們認為當前時點，能源互聯網板塊值得重視。
主要的變化在於：
1、市場重歸活躍，風險偏好提升
在流動性寬鬆的背景下，市場開始活躍，上證和創業板都完成了築底反彈，主題投資已經開始活躍，
上半年的龍頭互聯網金融已經大幅反彈，東方財富、同花順底部上漲已經超過 100%，上周漲幅超
過 50%。我們判斷在風險偏好提升的情況下，空間大的版塊會得到市場關注，而電力設備新能源行
業，想像力最大的就是能源互聯網主題。
2、能源互聯網調整幅度較大，當前已經完成築底
從時間維度上來看，市場開始聚焦這一版塊是從 3 月份開始的，6 月份隨市場回檔，目前調整和震
盪的時間已經超過了 4 個月。從空間維度上來看，版塊自頂部調整都超過 60%，龍頭股票積成電子、
智光電氣、中恒電氣等的調整幅度更大，而當前已經完成築底，估值已經不貴，市值基本在 50-100
億左右。
3、電改和能源互聯網行動有加速跡象
過去的兩周，發改委接連批復雲南和貴州電改試點方案，中國第一個省級輸配電價體系也在內蒙古
建立；上周，國務院發佈《國務院發佈推進價格機制改革若干意見》提出，推進電力價格改革，放
開競爭性環節價格，充分發揮市場決定價格作用；近日，國家能源局專門就能源互聯網開會，討論
國家能源互聯網行動計畫，這是官方層面的頂層設計,初稿正在制定過程中；六大核心電改配套檔
已經完成部委會簽，或有望近期出臺。
4、當前時點看好能源互聯網主題，商業模式逐步清晰今年是國內能源互聯網的元年，商業模式還
在探索的過程中。目前，概念已經逐步清晰，地方和企業都在嘗試，我們認為商業模式的核心還是
使用者側，通過儲能、分散式發電、智慧家居或者電力電子等各種工具先給用戶節能，實現需求側
的用能彈性，進而向用電側、發電側或者政府實現價值變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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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時點，我們認為積成電子、智光電氣、中恒電氣、新聯電子、四方股份、科陸電子等標的值得
重點關注。
風險提示。電改推進受阻；大盤系統性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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