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 12 月 24 日

宏觀經濟
實體經濟觀察：存量去化攻堅
12 月工業經濟或難有起色。地產、乘用車銷量增速均較 11 月回落，粗鋼產量和電力耗煤增速均跌
幅擴大，生產資料價格仍是平中有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五大任務，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杆
殊途同歸，核心邏輯都是存量去化，也都涉及利益再分配。去產能中的破產、再就業，去庫存中的
戶籍、住房制度改革，去杠杆中的依法處臵信用違約，都是再分配的制度保障，也意味著存量去化
將進入攻堅階段。
需求：下游地產走弱，乘用車、家電回升。中游鋼鐵、水泥、化工仍走弱。上游煤炭仍弱，貨運弱。
價格：11 月百城房價繼續溫和回升。上周生產資料價格有平有跌。
庫存：下游地產仍偏高，乘用車回補，家電尚可。中游鋼鐵繼續去化，水泥仍偏高，化工尚可。上
游煤炭、有色仍偏高。
分行業觀察：
下游：地產：11 月 70 城房價溫和回升，12 月中旬新房銷量增速續降。乘用車：11 月經銷商補庫
存，12 月前兩周廠家銷量平穩增長。家電：11 月空調廠家內銷仍弱、出口回暖，白電出口仍低迷。
中游：鋼鐵：上周鋼價螺紋升熱板平，12 月上旬粗鋼產量跌幅擴大。水泥：上周水泥價格環比止
跌持平，庫容比回落但仍偏高。化工：上周化纖原料價格平中有跌，滌綸 POY 庫存繼續走高。電
力：12 月中旬發電耗煤同比跌幅擴大，環比創同期新低。
上游：煤炭：上周煤價整體平穩，秦皇島港口庫存再創新低。有色：上周銅鋁價格震盪回升，LME
銅庫存震盪鋁庫存微升。大宗商品：上周 Brent、WTI 價格續降，CRB 震盪下滑，美指沖高回落。
交通運輸：上周航空客運增速創兩個月新高，BDI 創歷史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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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消費：增加供給激發潛在需求
供給側改革激發新興消費潛在需求。我國的服務業/GDP 占比僅相當於發達國家 70 年代初，處於服
務業崛起的初期。80 後、90 後群體進入消費高峰期，新一代人群推動新型消費。地產、汽車等物
質消費高峰期已過，居民消費需求轉向服務型消費。近幾年傳媒娛樂、體育、醫療服務、教育等消
費服務領域持續供不應求，改革不斷推進，這些改革本質上都屬於刺激投資，創造供給，激發需求。
這些行業的供給側改革已經悄然推進。
先行一步的傳媒娛樂，生產力已經在釋放。文化傳媒產業政策 2012 年開始就不斷推進，效果開始
逐漸顯現。近幾年我國影視傳媒行業持續高增長，我國影視傳媒行業的產業鏈日益完善，從“上游
IP 版權—內容製片—管道發行”，各細分環節快速發展，行業景氣度向上游娛樂 IP 與下游 VR 概念
傳導。
體育改革效果初顯，需求開始釋放。2014 年 10 月國務院 46 號文成為體育行業加速發展的拐點，
改革解除了體育產業發展限制，產業發展進入快車道。2015 年中超版權售出 5 年 80 億反映體育版
權收入迎來爆發式增長，企業爭相佈局上游賽事和俱樂部資源，體育服務如場館運營、博彩、旅遊
等領域投資加快，體育產業高速增長。
醫療服務需求巨大，任重道遠。我國醫療服務資源緊張的問題持續存在，需要引導、鼓勵社會資本
積極進入醫療服務領域，來有效擴大供給。2013 年的國務院 40 號文提出到 2020 年健康服務業總
規模要達到 8 萬億元以上，大力支持社會資本舉辦醫療機構、提供基本醫療衛生服務。政策推動下，
大量醫療領域的創新型企業出現，互聯網醫療、醫藥電商、醫療資訊化等醫療服務細分行業高速發
展。醫療體制改革任重道遠，2016 年的改革方向將朝著鼓勵醫養結合，分級診療、精准醫療、醫
療流通等方向推進。
教育正邁出重要一步，潛力巨大。居民教育需求提升，優質的教育資源供不應求。鼓勵發展民辦教
育已經成為明確的政策方向，相關的改革政策不斷推進，教育法修正草案通過在即，將鬆綁民辦教
育，促進職業教育和學前教育，允許營利性民辦學校存在，推動教育進入產業化發展模式。
新型消費服務業持續高景氣，政策紅利不斷，投資機會值得重視。建議關注相關公司如新文化、華
策影視、道博股份、奧拓電子、立思辰、中國高科、中源協和、信邦製藥等。
風險提示。經濟增長失速，政策調控市場超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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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市導航
基礎化工材料製品：維生素價格上漲，關注相關標的
行業資訊：恩貝集團計畫自年底開始中試生產新品類飼料添加劑產品。為此公司研究決定，自
2015 年 12 月 21 日起，將現有的年產 1200 噸維生素 B2 生產裝臵減少 50%產能，為新產品提供穩
定成熟的生產工藝平臺；計畫自 2016 年 1 月 22 開始，維生素 B2 生產裝臵全面停產，為此自 12 月
22 日起，將維生素 B2 產品報價提高 10%，國內市場公開報價為 240 元/公斤；國際市場公開報價
為，顆粒產品：FOB 青島 32 美元/公斤（離岸價），粉劑產品：FOB 青島 31 美元/公斤（離岸價）。
來源：《博亞和訊》。
點評：我們認為恩貝限產提價將會進一步加劇市場供應緊張的局面，目前下游經銷商庫存偏低，後
市看漲氣氛濃厚，建議重點關注彈性標的廣濟藥業（VB2 價格每上漲 20 元，對應 EPS 增厚 0.1 元）。
通過與貿易商交流，目前 Vb1、Vb2、Vb6、泛酸鈣產品目前庫存極低，價格短期仍有上漲動力，
Vb1 國內價格已到 310 元/公斤，Vb2 恩貝集團上調報價至 240 元/公斤，VA 現在部分企業開始停報，
實際成交價超過 100 元/公斤。我們對維生素板塊也較為樂觀，推薦兄弟科技、廣濟藥業。
風險提示：漲價幅度不及預期。

航空航太與國防：大風起兮“軍”飛揚
國企改革、事業單位改制逐步兌現，2016 年資產注入有望密集落地。我國十大軍工集團資產證券
化率僅 30%，相比國外 70-80%水準繼續提升空間巨大。除中航工業集團證券化率較高約 60%外，
證券化率較低的兵器工業集團（北方創業）、航太科技集團（航太電子）、電子科技集團（四創電
子、傑賽科技）等均啟動重大的核心軍品資產注入。我們預計 2016 年國企改革和事業單位改制的
持續推進和深化，各板塊重組將有望密集落地。重點關注上市公司體量小、背後集團/研究所規模
大的相關公司。
軍工行業基本面維持高景氣，軍隊改革將推動海空資訊化需求更快增長。全行業看，以十大軍工集
團為代表的軍工行業主要參與者過去 5 年收入、淨利潤複合增速均在 15%以上。軍工行業需求端受
益軍費持續兩位數增長及軍隊改革對軍兵種結構的優化，海、空、資訊化裝備需求將繼續快速增長；
供給端，軍工企業經歷多年研發積累，新武器型號陸續湧現，且國家投入持續加碼，仍是 2016 年
投資的優選行業。
軍工板塊前期調整較充分且 2015 全年漲幅靠後，具備上漲基礎。軍工板塊自 11 月底至今經歷約
15%的較大幅度調整後，當前板塊 2015 年動態估值整體處於歷史中位水準，相對合理。且從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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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至今漲幅來看，軍工板塊整體上漲約 43%，位於 29 個行業漲幅第 19 位，漲幅相對落後，具備
上漲基礎。
大風起兮“軍”飛揚，春季行情建議超配軍工。近期軍工行業催化劑可預期的催化劑包括國企改革、
事業單位改制逐步落地、國家發動機公司的正式成立、軍隊改革的持續推進等。綜合考慮市場整體
情況與行業基本面情況，建議關注軍工的春季行情。
投資建議。國企改革與事業單位改制主線，推薦：中航機電、淩雲股份、光電股份、振華科技，關
注中航三鑫、中航黑豹、航太科技、航太長峰。軍隊改革主線，推薦航太晨光、中國衛星、航太動
力、成發科技、中航飛機、中直股份、中航動力、國睿科技、衛士通。民參軍主線，推薦伊立浦、
達剛路機、鼎立股份，關注海特高新。
風險提示。改革的不確定性。軍品訂單大幅波動。系統性風險。

紡織與服裝：展望 2016 年，產業“供給端改革”，企業“主觀性”分化
相較於其他一級子行業，紡織服裝板塊的財務報表整體相對較好，主要是服裝產業過剩產能的“出
清”發生在 2012-2014 年，財務報表的負面影響主要體現在 2013、2014 年。相對于主觀上過度樂
觀的外延式擴張，客觀的經營環境並未明顯改善，產業層面上的“供給端改革”仍在持續，弱勢的
企業加速退出，優勢企業則根據自身資源稟賦主觀上進行戰略選擇。
具體到投資邏輯上，我們看好優秀的企業在產業鏈層面的深度佈局，核心是看好逆勢的戰略佈局、
主觀的方向選擇，會帶來未來 5 年較為清晰的成長邏輯，如美盛文化、奧康國際、華孚色紡、百隆
東方、華斯股份、航民股份、健盛集團、喬治白；我們也關注徹底轉型的企業對於新業務的大力佈
局，建議關注如凱瑞德、凱撒股份、貴人鳥、泰亞股份；關注目前已經確認雙主業方向，且建設節
奏穩健的偉星股份、報喜鳥、美欣達、孚日股份、宏達高科、卡奴迪路預計在 2016 年將探索出新
的增長邏輯。
全國範圍內“供給端改革”的大背景下，借力於資本市場，預計 2016 年板塊內會有諸多主題性機
會，如體育主題、彩票主題、醫美主題、互聯網金融主題等。
近期我們關注“舉牌藍籌”，根據“低估值+大股東持股比例小”兩個條件，梳理了板塊內上市公
司，建議關注魯泰 A、孚日股份、報喜鳥、羅萊家紡、宏達高科、嘉麟傑。
風險提示：國內外需求低於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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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夏幸福（600340）：開拓共用經濟藍海，打造下一代資訊網路創新產業園
我們在 18 日公司深度報告《再看“幸福三段論”——超越千億市值的開始》中明確提出，看好企
業銷售、市值超千億！
企業正加速兌現中！根據海通證券產業地產估值三階段研究模型。我們認為華夏幸福已實質進入產
業地產第二階段中期，完全有理由享受 20XPE 以上估值水準，對應股價 50.4 元，買入評級。
開拓共用經濟藍海，打造中國版 WeWork。火炬孵化是中國專業 O2O 園區運營服務商，旗下擁有
“博濟科技園”、“創客邦”、“O’Park”三大業務品牌。
1）博濟科技園——已在南京、上海、杭州、常州等地直接運營 23 個實體園區，取得 7 個國家級、
7 個省級科技企業孵化器、4 個國家級中小企業服務平臺。
2）創客邦——首批“國家級創新型孵化器”眾創空間，已在構建 27 個基地，6 個省級眾創空間，
孵化面積超過 30000 平米。
3）O’Park 園區線上——O2O 創業服務平臺，具有園區線上招商、企業辦公、園區內部運營管理等
功能。擁有聯盟園區 143 家，平臺會員數量 71.8 萬，註冊企業數超過 3 萬家。
產業鏈閉環形成，開啟幸福並購大門。本次收購將極大程度加強企業孵化創新能力。幸福產業新城
模式將上升為“產業新城+創投孵化”，有利創新創業發展，推動科技成果產業化。此外，考慮幸
福本身資金實力（2015 年銷售有望超 600 億）和發展規模（控制 2500 平方公里土地），並購擴張
將成為企業後期重要模式。
牽手樂視 VR，打造下一代資訊網路創新產業園。屬公司創新驅動戰略和產學研深度融合戰略的又
一次極具創造力的成功實踐，再次印證行業龍頭企業和市場尖端科技對華夏幸福產業新城獨一無二
平臺模式流量兌現能力的認可。
風險提示：市場系統性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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