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 11 月 12 日

宏觀經濟
消費穩中有升——10 月零售資料點評
第一，消費增速創新高。10 月社消零售名義增速 11.0%，創年內新高，扣除價格因素後實際增速
11.0%，限額以上增速 8.4%，較 9 月均有回升。10 月社消零售名義增速和限額以上增速分別較 9 月
回升 0.1 和 0.2 個百分點，社消零售實際增速回升 0.1 個百分點。
第二，消費結構趨勢未變。鄉村增速快於城鎮，餐飲增速快於商品零售，網上零售繼續高增。按經
營所在地分，10 月份城鎮消費品零售同比增速為 10.8%，鄉村消費品零售同比增速 12.2%，較上月
均微幅回升，鄉村消費增速繼續快於城鎮。按消費類型分，餐飲收入同比增長 12.4%，較 9 月回升
0.3 個百分點；商品零售增長 10.8%，較上月提高 0.1 個百分點。1-10 月份，全國網上零售額 29484
億元，同比繼續高增 34.6%，但增長率較前 9 個月回落了 1.6 個百分點。
第三，通訊領跑石油墊後。10 月，通訊器材類商品零售增速 36.6%，因高基數效應較 9 月回落 5.6
個百分點，但仍繼續領跑各行業。石油及製品降幅收窄至-7.1%，依然在各行業中殿后。
第四，必需、可選品現分化。必需品中糧油食品微幅回落，服裝、日用品均回升。必需消費品中，
糧油食品飲料煙酒類由 9 月的 18.9%回落至 16.1%，高基數是主因；服裝鞋帽針紡織品類由 8.5%上
升至 9.8%；日用品類由 8.8%上升至 10.1%。可選品中汽車類消費大幅回升，家電和地產相關商品
均大幅回落。可選品中，因低基數和 929 小排量汽車購臵稅減半政策影響，汽車自 9 月的 2.7%大
幅回升至 7.1%。家用電器從 11.3%回落至 7.1%，地產相關商品也在回落，傢俱類比 9 月回落 6.7 個
百分點至 12.4%，建材類從 23.2%回落至 19.7%，與高基數和房地產市場低迷有關。
第五，消費亮點不斷。10 月工業繼續探底，投資依然偏低，但消費穩中有升，仍是中流砥柱。其
中汽車類商品增速大升，網購、通訊器材等新興消費繼續高增。三季度 GDP 增速 6.9%，是繼 09 年
1 季度以來首次破 7。三駕馬車中唯有消費走勢平穩，成為經濟增長的中流砥柱。

經濟下行未止，寬鬆空間仍在——10 月工業、投資資料點評
工業增速下滑，生產仍較羸弱。10 月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速繼續下滑至 5.6%，低於市場預期的 5.8%，
印證 PPI 同比增速低位走平。下滑主要緣于採礦和高耗能等傳統行業增速減緩。傳統行業仍處在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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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調整過程中，而新產業快速發展的支撐力尚顯不足，未來工業經濟仍面臨下行壓力。11 月以來
發電耗煤增速依然低迷，跌幅仍在 10%以上。
投資反彈仍低，地產基建低迷。10 月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反彈至 9.5%，製造業投資回升至 8.1%，基
建投資繼續下滑至 12.9%，房地產投資-2.8%低位走平，仍是主要拖累。其中，製造業投資增速回升
主要緣於投資結構繼續改善，表現為裝備製造業和高技術製造業投資增速提高，但產能過剩痼疾依
然懸而未決，未來下行壓力依然較大。基建投資增速下滑主因資金來源不足、2014 年同期基數偏
高。地方債臵換額度或上調，或助於提振 4 季度基建投資。地產需求低迷、庫存偏高令地產投資依
然負增。
地產銷量續降，新開工再轉負。10 月房地產銷售面積同比增速降至 5.5%，主因非重點城市需求整
體走弱、大戶型住宅銷售增速大幅回落，以及 2014 年同期基數偏高。全國商品房待售面積增速再
度回升，指向三四線城市去庫存壓力仍大。而 10 月地產新開工面積增速也大幅下滑並轉負至24.5%。近期地產庫存偏高問題再度引起高層重視和表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強調化解地產庫
存、促進房地產業持續發展，國務院常務會議則強調加快戶籍制度改革帶動住房消費。
供需雙管齊下，寬鬆仍有空間。4 季度經濟開局不佳，10 月工業增速再下臺階，三駕馬車中出口跌
幅擴大，投資依然低迷，僅消費穩步回升。物價下行後企業實際融資成本居高不下。習主席在中央
財經領導小組第 11 次會議中強調推進經濟結構性改革，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
側結構性改革。預示寬鬆仍有空間，供需兩端將雙管齊下，而改革創新將為經濟提供動力。

大市導航
有色金屬：稀土：進入政策密佈期
上海證券報：10 月底工信部通知將開展稀土礦加工廠整頓行動，第一階段 11 月 1 日開始；第二階
段 11 月 21 日至 12 月 20 日。新一輪打黑行動有望收緊供應，當前價格處於歷史大底，關注相關彈
性：五礦稀土、盛和資源、北方稀土、包鋼股份和廈門鎢業。
風險提示：系統性風險。

機械工業：鐵總啟動動車組二次招標 100 標列，15 年共招標 467 標列，20.67% YoY
中國鐵投 2015 年 11 月 10 日公佈了 2015 年鐵總二次動車組招標公告，一共 63 自然列，根據我們
的計算為 100 列標準列。加上 7 月 15 日首次招標的 363 標準列動車組，6 月大秦鐵路單獨招標 4
列，15 年我國動車組已合計招標 467 標準列，比 2014 年的 387 標準列增長 2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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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鐵總二次動車組招標啟動，截至目前合計招標 467 標準列。中國鐵投 2015 年 11 月 10 日公
佈了 2015 年鐵總二次動車組招標公告，我們統計鐵總合計招標數量為 100 標準列，包括時速 250
公里長編臥鋪動車組 17 列（則 17×2=34 標準列）、時速 250 公里動車組（高寒）12 標準列、時速
250 公里動車組 14 標準列、時速 350 公里長編動車組 20 列（則 20×2=40 標準列）。加之以 7 月 15
日首次招標的 363 標準列動車組及 6 月 12 日大秦鐵路公佈招標 4 列時速 350 公里動車組，15 年我
國動車組已合計採購招標 467 標準列。相比 2014 年鐵總動車組招標情況，2015 年鐵總兩次招標合
計比 2014 年兩次招標 387 標準列增長 20.67%；
15 年前三季度客運景氣度持續增長。2015 年前三季度，根據中國鐵路總公司資料，全國鐵路旅客
發送量達 190725 萬人，比 2014 年同期增加 16833 萬人，增長 9.7%。動車組客流占比強勁，前半
年全路動車組日均發送旅客達到 290 萬人，占全路客運總量的 43.7%。滬昆、南廣、貴廣、蘭新等
高鐵線路，保持了較高的客座率。近 3 年來，我國動車組客運量占全路客運總量比例已從百分之十
幾上升到 43.7%，並且該比例在持續上升中，帶動了我國動車組、配套零部件以及運維設備和服務
的需求；
我們判斷中國中車保持穩健增長。根據我們的統計 2014 年中國中車交貨動車組 393 標準列，預計
2015 年交貨動車組 450 標準列左右，15 年招標的動車組將有 360-370 標準列結轉 16 年交貨。由於
15 年中車全年仍將完成 800 多輛機車的交貨，其中約 800 輛機車會在 4 季度交貨，而前三季度只
有幾十輛交貨，因此 4 季度中車同比業績彈性較大，將好於前 3 個季度，我們仍判斷中國中車 15
年全年業績增長 15%左右的判斷，並隨著 16 年動車組 5 級修的大面積展開，公司將保持穩健增長。
後續欲大幅增長需視貨運改革進程和出口進程而定；
高鐵零部件行業格局整合，強勢企業受益。我們預計未來 2-3 年將是我國高鐵零部件配套企業從極
為散亂的局面逐步聚合到數個平臺的過程，具備更強的平臺吸引力和凝聚力的強勢零部件企業將是
未來中國高鐵格局整合中的獲益者。我們重點提示*ST 春暉，2015 年 11.11 日公告過會，前期存在
的過會風險解除，公司 15-17 年業績承諾業績 3.12/3.90/4.50 億元，目前市值約 57 億元，考慮股本
攤薄影響，對應 16 年 PE 不到 40 倍，和同行業公司相比估值非常便宜，繼續看好。同時我們也提
示關注高鐵零部件相關標的如時代新材、神州高鐵、*ST 春暉、永貴電器、鼎漢技術、康拓紅外，
南車時代電氣（3898.HK）及和利時自動化（HOLI.O）。
風險提示。動車組招標風險，宏觀經濟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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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藥與健康護理：養老產業迎來戰略機遇期，醫養結合將為發展方向
事件：
11 月 11 日李克強總理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推進醫療衛生與養老服務結合，更好保障老
有所醫老有所養。
點評：
養老產業迎來戰略機遇期，醫養結合將為發展方向。11 月 11 日，李克強總理主持召開的國務院常
務會議指出：“推進醫療衛生與養老服務相結合，是深化醫改、應對老齡化、增進億萬家庭福祉的
惠民舉措”。這次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醫養結合，著重強調了醫療在養老中發揮的重要作用，將對
醫療服務行業向養老產業滲透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國內傳統的養老產業更多的是為老年人提供
一個居住生活的環境，對老年人的健康狀況關注不夠。我們認為，養老不僅僅要保障老有所養，更
重要的是老有所醫，維持老年人健康的生活狀態，在這個過程中醫療和康復將發揮重要作用，醫療
和康復公司與養老產業的結合將成為未來長期的重要發展方向。
2030 年養老產業可達 8 萬億，市場空間巨大。據統計局資料顯示，截至 2014 年末，我國 60 歲以
上人口 2.12 億人，占總人口的 15.5%。按照現有出生率推算，2030 年 60 歲以上人口占比將接近
30%，老齡化率比 2014 年增加 1 倍。假設 2030 年 60 歲以上人口達到 4 億，人均年養老消費 2 萬
元估算，2030 年養老產業規模可達 8 萬億。老齡化將為國內養老產業帶來巨大投資機會。
康復將是醫養結合的最大受益方。一方面，本次國務院常務會議指出：“支持養老機構按規定開辦
老年病、康復、中醫醫院和臨終關懷機構等。”、“支援醫療資源豐富地區將公立醫院轉為康復、
老年護理等機構。”明確支持康康復行業發展。另一方面，老齡化、國內護士供給不足、政府限制
公立醫院床位數擴張等因素將持續提升康復護理的需求。因此，我們認為康復將是醫養結合的最大
收益方。
關注標的包括湖南發展、南京新百、澳洋科技、和佳股份、華邦健康，以及人福醫藥、信邦製藥、
尚榮醫療等公司。
風險提示：高估值的風險。

華夏幸福（600340）：定增過會，王者歸來！
事件：公司 70 億定增順利獲批。一旦定增完成，2 大產業集群（長三角、珠三角）和 21 個產業園
區有望全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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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攤薄情況小。本次增發按照底價 20.48 元（當前股價 26.14 元）僅新增 3.42 億股。截至三季報，
公司預收賬款 600 億，按照增發後總股本 29.92 億股，淨利率 15%測算，公司仍鎖定 3 元 EPS，對
2016 年業績（按照 2.25 元，15%增速）覆蓋率在 130%以上。
融資規模與銷售規模成比例。目前公司年銷售收入在 600 億以上，資產規模近 1400 億。本次 70 億
左右融資安排，符合公司經營規模。
兩大產業集群，PPP 華夏模式有望加速發展。公司已成功構建長三角、珠三角兩大產業集團，在北
京、上海、南京等核心城市周邊布近 2000 平方公里產業發展面積。一旦本次融資完成，將為企業
產城融合模式、園區服務提升、產業升級導入帶來快速發展契機。
本地定增有望加速公司成長和打開股價潛在空間。預計 15、16 年 EPS 在 1.93 和 2.25 元，對應 13X
和 11XPE。戰略佈局清晰，業績增長確定（看好三年 20%複合增速），目標價 38.6 元，買入評級。
風險提示：行業基本面下行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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