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 12 月 04 日

宏觀經濟
歐央行加碼 QE，關注歐元反彈
歐洲央行維持基準利率不變，但下調隔夜存款利率 10bp，同時將延長 QE 到 2017 年 3 月或更長，
擴大 QE 資產範圍，納入購買地區、地方政府的債務。如此調整，QE 總額高達約 1.4 萬億歐元，約
9.7 萬億人民幣，約 1.54 萬億美元，額度遠超美國 QE2（6 千億美元），接近 QE3（1.61 萬億美
元），略不及美國 QE1（1.73 萬億美元）。
央行會議“背靠背”，貨幣政策再分化。歐央行今年 3 月開始實施 QE，才剛執行了一半就急著加
碼，通縮風險加劇是主要推手：11 月 CPI 同比 0.1%，遠低於 2%的中期目標。而美聯儲主席耶倫週
三明確表示，“美國經濟已取得很大進展，推遲加息太久則會存在未來突然緊縮的風險”，12 月
加息幾成定局。
歷史上的分化。近二十餘年內，“美聯儲加息，德國馬克（歐元前身）降息”這一組合僅在 90 年，
94 年出現過，分化本質上反映出各國在危機後經濟增長、通脹水準及去杠杆週期的不同步。
歐元走勢取決於美聯儲加息態度。重點關注歐元匯率，如果美聯儲年底表態更為鷹派的話，仍然有
望推動歐元走弱。而相反，若只是加息，但表態偏鴿派的話，考慮到近期歐元大幅貶值已經 price
in，歐元短期則可能大幅反彈，對美元指數構成壓力。

展望 2016：有多少錢可以進來
引言：跌宕起伏的 15 年即將過去，展望 2016 年市場，到底有多少資金能流入，是市場關心的焦點
問題。回顧過去三年可見，市場漲跌與資金流動相生相長，股市由 13 年存量資金博弈到 14 年增量
資金入市，再到 15 年上半年場外資金瘋狂入市，伴隨著股價不同的表現。展望 16 年，在利率不斷
下行的背景下，機構投資者資產配臵轉向股市不變，資金繼續流入股市，幅度比 15 年溫和，市場
有望從激情走向溫情。
1. 不同的資金流，不一樣的股市。（1）股市漲跌與資金流動相生相長。股市漲跌伴隨著資金的流
入流出，資金供需分析很重要。（2）2013 年資金供需整體均衡，是存量資金博弈市場。（3）
2014 年增量資金入市主要發生在下半年，7 月在改革預期上升和滬港通刺激下，存量資金博弈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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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增量入市，尤其是 11 月 21 日降息後資金入市加速，全年上證綜指上漲 52.9%、創業板指數上漲
12.8%。（4）2015 年上半年市場上漲和資金入市形成正迴圈，上證綜指和創業板指最高漲幅分
別為 60.1%、174.5%。615 去杠杆引發的股災和 8 月中匯率貶值引起的第二波大跌，一度讓資金不
斷流出市場，8 月底央行“雙降”後，市場情緒逐步變化。到目前為止資金淨流入 44016 億，上證
綜指上漲 6.9%，創業板指數上漲 80.4%。
2. 展望 2016 年：還是錢多。（1）資金流入：銀行資金配臵性需求，預計 1.8 萬億。（2）保險、
社保、養老金配臵性需求，預計 5600 億。（3）居民儲蓄搬家，潛在資金 2.7 萬億。（4）海外資
金流入，潛在資金 1700 億。（5）16 年資金流出預計 2 萬億。證監會明確表示 16 年會進一步擴大
股權融資規模，並儘早實行註冊制。預計 16 年 IPO 和再融資能分別達到 3000 億、10000 億，合計
13000 億。印花稅和交易傭金為交易金額的千分之一和萬分之六，預計 2016 年交易金額 200 萬億，
交易費用可能達到 3200 億。產業資本淨減持 14 年為 1299 億，15 年為 2646 億，7 月初政策救市要
求大股東半年內不能減持，積壓了很多減持籌碼，預計 16 年產業資本淨減持將超過 4000 億。
3. 股權投資大時代，資金繼續流入。（1）對比國外融資結構，中國直接融資比例太低，只有 18%，
而美國為 80%，未來發展空間巨大。利率下行使得各種固收類產品的收益率都出現趨勢性下降，而
金錢無眠，大量資金尤其是機構投資者有資產配臵需求，增量資金入市的趨勢強化。（2）根據我
們以上分析，預計 16 年新增入市資金約 4 萬億，資金需求 2 萬億，資金供給大於需求，牛市格局
不變；但相比 15 年 4.4 萬億的資金淨流入，16 年資金流入將會更加緩和，股市有望從激情的瘋牛
走向溫情的慢牛。
風險提示：經濟下行超預期或改革力度不達預期。

大市導航
通信設備：2016 年通信行業策略：數位浪潮下的轉型與新興
我們近期一方面強調 TMT 面臨 9 月份以來漲幅累計較大、估值較高的壓力，另一方面基於經濟轉
型發展的方向、市場的投資結構和熱度預期未來投資機會仍聚焦新興成長領域。上週五開始的急跌
也反映政策面上對慢牛格局的調控預期，等待合適的估值水準，重點仍是積極佈局新興成長。
2016 年行業的投資主線，我們預計繼續圍繞互聯網資料流程量高增長和資訊消費，實現業務轉型
的通信公司和受益數位浪潮的新興業務形態、技術應用，尤其大資料、雲計算等仍將是最有前景的
行業投資領域。同時，結合十三五規劃對於通信相關的指導綱要，超前佈局下一代互聯網、建設農
村寬頻市場支撐農村電商的發展以及各類資本介入資料中心領域投資，將推動光通信有望持續數年
的景氣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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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國家政策、產業趨勢雙重推動。《關於促進大資料發展的行動綱要》、十三五規劃中“實
施國家大資料戰略”，政策推動力度大；運營商將大資料作為未來轉型的核心引擎以擺脫管道化困
境，已實現歷史卡位的傳統核心業務相關軟體供應商有望佔據大資料應用領域先發優勢。運營商大
資料重點推薦億陽信通、關注低估值天源迪科，東方國信仍長期看好。
雲計算及雲服務：資料流程量高增長驅動更高性價比的資料存儲服務需求和產業鏈的成熟，推動
ICT 軟硬體企業圍繞雲計算重構競爭圖譜、雲服務市場高速增長。雲計算推薦龍頭紫光股份；雲服
務領域，建議關注網宿科技、藍鼎控股（停牌），其次關注光環新網以及寶信軟體、科華恒盛等佈
局一線城市 IDC 企業未來向雲服務的轉型。
光通信：行業維持高景氣。受益中國移動彌補寬頻網路短板背景下的超預期持續投入、城鎮寬頻提
速升級、國家推動農村寬頻普及和農村電商發展以及 4G 建設仍處高峰，關注相關公司：烽火通信
（設備）、光迅科技（器件）、亨通光電/中天科技/特發資訊/永鼎股份等（光纖光纜）。
互聯網流量高速增長、運營商業務結構實現向資料業務為主的結構性變遷，推動協力廠商流量經營
市場快速增長。2015 年 10 月國內戶均移動互聯網接入流量突破 360M，手機上網流量連續 10 月翻
倍增長，2015 年中期三大運營商收入的非語音（資料）業務收入占比均已超過 50%，為協力廠商
企業短信、流量轉售等協力廠商流量經營市場提供快速增長的環境，個股關注榮信股份、吳通控股、
高鴻股份（停牌）。
軍工通信：聚焦太空、網路、海洋三個方向，同時民參軍受益十三五相關立法預期支持、拓展空間
大，預期北斗、商業衛星發射及衛星通信、資訊安全、海防資訊化等領域將是民參軍熱點。1）海
防資訊化重點推薦海蘭信。2）北斗板塊，推薦軍用北斗相關核心標的，關注振芯科技、海格通信、
華力創通。3）涉及衛星通信等民參軍新興龍頭型企業，關注信威集團、華訊方舟。
上市公司分析。我們給予通信行業“增持”投資評級；推薦紫光股份（國內雲計算龍頭）、億陽信
通（轉型大資料+資訊安全）、海蘭信（海防資訊化+海洋大資料）等，建議關注烽火通信、網宿科
技、藍鼎控股、高鴻股份、振芯科技、信威集團、華訊方舟等。
風險提示：各領域推進進度不達預期。

資訊服務：資訊安全最具確定性，互聯網金融商業模式最成熟
1. 資訊安全最具確定性：
週三中美雙方為打擊網路犯罪進行的首次部長級對話在華盛頓舉行，這是繼 9 月習近平主席與奧巴
馬總統會晤後雙方網路安全合作進一步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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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安全是 2016 年電腦確定性最強的板塊，中美網路安全領域加強合作，對行業生態建設起到積
極作用，未來政策紅利將不斷釋放。政府、軍隊客戶、以及交通、金融等資料密集行業資訊安全需
求旺盛，安全支出占 IT 總支出占比將進一步提升。此外，雲安全、大資料安全態勢感知等新趨勢
也逐漸顯現。推薦：綠盟科技、啟明星辰，建議關注美亞柏科。
2. 金融改革駛入快車道，互聯網金融看好金融核心 IT 系統及資產證券化
週三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了深化金融改革開放的相關工作，李克強總理多地部署金融改革創
新試點。隨著資本項目的進一步開放、金融自由化提升，我國金融改革逐漸駛入快車道。
農村金融改革使農信社、農商行對金融機具需求上升
首先是農村金融改革，此次在吉林省開展農村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如若順利完成有望在全國各地複
製。我國農村金融服務市場尚不成熟，農信社、農商行等有較大發展空間，其對 ATM、清分機等
金融機具需求將是未來相關市場增長動力所在。推薦擁有較多農商行等中小銀行客戶的禦銀股份，
以及廣電運通。
互聯網金融大資料變現商業模式最成熟
其次是銀行業轉型和互聯網金融。互聯網金融目前大資料變現商業模式最為清晰，助力傳統金融機
構轉型，推動市場定價機制形成、以及提高資源配臵效率是金融體制改革重點，資產證券化 ABS 市
場有望進入高速增長期。我們看好具備核心金融 IT 系統優勢、積極轉型中小銀行、及資產證券化
交易雲平臺的企業，推薦潤和軟體、中科金財，建議關注銀之傑。
風險提示：短期供求因素導致科技股估值下降風險；本周出現連續兩日電腦位居所有板塊末席，為
本次反彈以來絕無僅有。

小商品城（600415）：攜手醫療器械央企及主管部門，共建醫療器械 O2O 全國大市場，進軍大健
康產業
公司公告擬與中國醫學裝備協會（醫療器械行業主管部門）、中國醫藥集團中國科學器材公司（專
業銷售醫療器械央企）、及中世貿發投資，共同建設中國醫療器械線上線下融合的全國統一大市場
與全球健康產業大平臺專案，簽訂了《戰略合作框架協議書》。
三方將合資設立子公司在義烏市建設大市場及配套設施，兩位合作方負責指導和提供資源，小商品
城負責運營。大市場前期將以醫療器械為主，後期將整合生物醫藥等領域，為各類生產企業提供市
場、資金和增值配套等服務；目標入駐共 2 萬家各類醫療健康企業，預計市場規模 5 千億元；總建
設週期 3-5 年，總投資 50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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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次進軍大健康市場，將依託豐富的市場經營經驗及獨特的國家資源優勢，實現銷售品類和體
量雙跨越，充分享受健康產業成長紅利，也為未來深入大健康產業打下基礎。近期一區東擴租金市
場化落地，凸顯治理機制順暢，未來存量市場租金市場化可期。長期看，公司線上線下、境內境外
融合發展空間巨大，產業鏈上下游外延發展潛力充足。買入評級！
風險和不確定性：租金市場化進程的不確定性；外延擴張低於預期的風險；義烏購發展的不確定性；
地產專案銷售及確認的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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