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 12 月 29 日

宏觀經濟
風格切換沒有春天
春季風格切換的兩大誤區。當下認為春季迎來風格切換的核心邏輯無非有二：一是保險資金入場，
由於其更偏好主機板藍籌，將帶來風格切換；二是資產荒背景下增量資金入場，錢多利於大盤藍籌。
但事實是否真的如此？
誤區一：險資天生愛藍籌。雖然保險資金持倉中主機板藍籌占比高，但這也會隨市場而變。14 年 4
季度金融藍籌最瘋狂時，險資主機板持倉占比一度提升至 95%，但進入 15 年後，隨著中小創快速
上漲，險資主機板持倉迅速回落，二季度跌至 90.5%。
15 年 1 季度險資新增主機板、中小板、創業板的投資規模環比增速分別為 22.5%、101.1%、114.9%，
2 季度為 15.9%、33.5%、71.8%，由此可見，在 15 年上半年險資加速入市階段，新增資金的配臵主
要集中在了中小創。因此，雖然險資在主機板配臵更多，但結構也在不斷變化，真正能帶來收益率
的方向才是新增資金的配臵主力誤區二：增量資金入場，更利於大盤藍籌。一種直觀感受，大盤藍
籌盤子大，錢多才能推動股價上漲，因此增量資金少時，中小創更活躍，增量資金多時，大盤藍籌
表現會好。但從交易金額看，2013 年之前創業板成交金額多數時間均低於上證 50，但 13 年至今，
創業板周成交金額/上證 50 周成交金額平均在 1.2 左右，近三個月更是達到 2.3 左右，創業板成交
已明顯大於上證 50。15 年上半年增量資金加速入市時，創業板成交額相比上證 50 明顯放大，股價
表現上更優，可見，錢多錢少同樣跟風格關係不大。
風格切換不瘋狂必死亡，現在沒風。2012 年以來，嚴格意義上市場只有兩次出現了典型的風格切
換，一次是 12 年 12 月，源於十八大後改革預期強化，一次是 14 年 11 月，源於本輪降息週期開啟。
但從兩次風格切換看，過程幾乎都是暴風驟雨式的，藍籌要麼瘋狂要麼死亡，並呈現出兩大特徵：
一是大象起舞需刮大風，也即風格切換需要很強的政策事件催化，如 12 年的十八大召開、14 年的
降息刺激。二是風格切換來也匆匆去也匆匆，期間藍籌相對收益領先的時間並不長，如 12 年 12
月上證 50 僅在前半個月跑贏創業板，即使癲狂如 14 年，上證 50 領先 1 個半月後創業板也開始表
現更強，因此，風格切換更多是階段性。回到當下，大風還未看到，風格切換的時機尚不成熟。
警惕夏季短暫的疾風驟雨。對於未來的風格切換，我們猜測 2016 年年中出現的概率較大，屆時可
能會出現兩大催化：一是 16 年 6 月 A 股納入 MSCI 迎來再評估。隨著人民幣納入 SDR，16 年 6 月 A
1

股納入 MSCI 將是大概率事件，將帶來海外被動型基金的配臵需求。如果完全納入 A 股，MSCI 新興
市場指數、全球市場指數分別增加 A 股權重 15.7%、2%。目前全球追蹤這兩個指數的產品規模分別
為 1.5 萬億和 2.1 萬億美元，靜態測算新增 A 股配臵資金 2652 億美元，按照期初 10%的折算比例測
算，增量資金為 265 億美元，折算為 1700 億人民幣。根據目前 MSCI 中國 A 股指數以及 MSCI 大中
華指數（包含 H 股和 B 股）的 GICS 行業分類，其中占比最大的為金融板塊，在兩個指數中占比均
超過 30%，如果 A 股成功加入 MSCI，金融板塊受益最為顯著。二是從自上而下的宏觀背景看，隨
著 15 年來貨幣寬鬆和積極財政效果的不斷累積，如果經濟在 16 年中出現階段性趨穩，也將為風格
切換提供良好的溫床，屆時市場迎來風格切換的條件可能更為成熟。
風險提示。經濟增長超預期下滑，政策效果不達預期。

大市導航
汽車與零配件：汽車顛覆時代系列報告——總論，不容錯過的汽車變革浪潮
我們預言，未來汽車 80%是新能源汽車，80%是無人駕駛，80%來自於汽車共用。汽車電動化、智
慧化、共用化將推動汽車定義、製造和服務的巨大變革。
電動化打開了汽車產業的潘朵拉盒子，製造護城河被填平。2014-2015 年車企形成新舊勢力，比亞
迪、眾泰、多氟多等成為新能源汽車傑出代表，而 2016 年物流電動化、資訊化將再造一批新勢力。
智慧化，實現人-車、車-車、車-環境的智慧互聯，推動車聯網商業價值挖掘，實現自動駕駛的終極
目標。互聯網車險、二手車、後市場、自動駕駛等，將推動汽車電子裝配的快速提升，並帶來汽車
大資料和雲計算的蓬勃發展，複製智慧手機由“硬”到“軟”的產業投資機遇。
汽車共用，是共用經濟的延伸和最優載體，出行隨機性和車輛閑臵率，成為汽車共用盛行的核心根
源。流量平臺壟斷格局已成，滴滴快的、Uber、嗒嗒巴士等，B2B 線下平臺將成投資盛宴。
投資建議。建議超配汽車新經濟方向，圍繞電動化、智慧化、共用化長期挖掘成長和主題機遇。電
動化趨勢仍圍繞上下游龍頭配臵，包括【天齊鋰業、多氟多、比亞迪】等，但，物流電動化機遇最
大，建議關注【納川股份、科泰電源】等；智慧化，將推動汽車電子、車聯網、智慧交通長期景氣，
建議關注【亞太股份、金固股份、中原內配、索菱股份、萬安科技、得潤電子、興民鋼圈、歐菲光、
保千里、四維圖新、數字政通、千方科技】等；汽車共用將成長期風口，線下租賃平臺將成核心資
源，建議關注【商業城】。
風險提示。系統性風險。產業推進低於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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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消費：增加供給激發潛在需求——供給側改革系列（1）
核心結論：①我國產業結構已在漸變，人口結構變化與收入增長推動消費從商品轉向服務。供給側
改革將激發服務類潛在需求釋放，多個領域已在悄然推進。②傳媒改革早需求最先釋放，產業鏈日
益完善，景氣向上游 IP 傳導。46 號文成為體育產業拐點，需求已經開始釋放。③13 年 40 號文鼓
勵健康服務業發展，醫療改革仍在持續推進。教育法修正案通過在即，將推進教育產業化。
主要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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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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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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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提示：①海外出現金融風險。②信用風險蔓延。③地緣衝突升級。

電氣設備：充電樁新國標發佈，直擊產業痛點
1）新國標發佈：質檢總局、標準委聯合能源局、工信部等，發佈新版電動汽車充電介面及通信協
定 5 項國家標準，新標準將于明年 1 月 1 日起實施。
2）新國標概述：新標修改部分觸頭和機械鎖尺寸，使用者更新通信協議即可實現充電。同時新增
介面溫度監控、電子鎖、泄放電路等安全功能。
3）新國標意義：電動車充電相容性低，一直是影響電動車使用體驗的主要因素之一，一定程度影
響產業發展。新國標全面提升電動車充電的相容性、安全性。直擊產業痛點。
4）產業鏈政策重點：2015 年下半年以來，充電樁成為新能源汽車產業鏈的政策重地，《指導意
見》、《發展指南》、《十三五財政獎勵》、《新國標》相繼落地，直擊用地、補貼、技術等核心
問題，同時提出明確建設規劃，全力推進充電設施建設。有助推動樁、車產業快速良性發展。
5）推薦設備、運營核心標的：萬馬股份、中恒電氣等，關注特銳德。
不確定因素：產業發展不達預期。

伊力特（600197）：新疆建設兵團旗下的優質白酒龍頭
伊力特是一家立足于新疆的區域性白酒龍頭企業。伊力特以白酒生產銷售為主業，是新疆白酒區域
性龍頭，旗下子公司還涉及玻璃製品生產、野生果綜合加工、印務、物流等業務。截至 2015 年三
季度末，公司第一大股東為新疆伊犁釀酒總廠，持股比例為 50.51%，實際控制人為新疆生產建設
兵團第四師國資委。
白酒行業築底復蘇，政策再加碼概率不大。15 年前三季度白酒 17 家上市公司（除順鑫農業）共實
現營業收入 771.04 億，同比增長 5.76%。歸母淨利潤 248.76 億元，同比增長 7.33%。多家區域性龍
頭企業收入增速名列前茅，呈現率先復蘇跡象。
預計產業政策和限制“三公消費”短期內不會有大變化。
公司憑藉地利優勢平穩度過行業調整期。公司三季報實現收入 11.59 億元，同比增長 0.59%，較歷
史高點 2013 年前三季度下降 17.48%；歸母淨利潤 2.29 億元，同比下降 15.66%，較 2013 年前三季
度僅下降 8.53%。三季報毛利率 51.16%，同比下降 0.68pct；銷售費用率 6.09%，同比下降 0.41pct；
管理費用率 2.45%，同比下降 0.08pct。三季報經營性現金流 1.02 億元，同比增長 5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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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創新與管道拓展驅動公司持續成長。伊力特在產品創新方面有顯著成效。公司新研製上市了柔
雅型中高檔白酒和兼香型三個檔次新產品，還推出包裝青春靚麗的伊小平酒、婚禮紅瓶等時尚產品，
以滿足新生代消費者的個性化需求。面對嚴峻的行業競爭環境，伊力特對行銷體系做出改革，加強
了行銷管道的廣度和深度。公司與酒仙網簽訂戰略合作協定，為公司搭建互聯網電商銷售平臺。同
時，公司將行銷網路管道的重心下移至三、四級市場，並進一步推進經銷商從傳統批發、分銷向多
元化、綜合化深度分銷、直銷的轉變。
公司有望受益於兵團改革“東風”。繼國企改革、農墾改革之後，我們認為，兵團企業未來也有望
推進類似改革。公司實際控制人兵團四師國資委在 2014 年工作總結報告中提出未來工作的重點之
一是要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或將推出員工持股計畫、引入非公資本等改革方案，提高企業經
營效率。
盈利預測與投資建議。我們預計公司 2015-2017 年 EPS0.66/0.73/0.82 元，給予 2016 年 25 倍 PE，對
應目標價 18.25 元，給予“買入”評級。如果改革如期實現，預計公司盈利能力將在此基礎上進一
步提升。
風險提示。經濟大幅減速，區域競爭加劇，食品安全問題。

華夏幸福（600340）：中國華夏，世界幸福，打造新大航海時代！——海外戰略正式落地，開拓印
尼園區，牽手韓國文化產業院
1）我們在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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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業地產海外戰略是順應一路一帶和中國大國地位提升的必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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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邁進第三
階段，完全有理由享受 20XPE 以上估值水準，對應股價 50.4 元，看好！
2）開拓印尼園區，打造中國海外資本橋頭堡。將聯合印尼資本開發大雅加達地區萬丹省唐格朗市
的 Pasar Kemis。華夏幸福提供規劃、開發、建造和運營方面的專業技術及對海外承租人進行推廣
和銷售支持。
3）順應一路一帶，分享大國崛起紅利。印尼園區屬公司產業新城首次嘗試海外複製，屬公司國際
化戰略重大里程碑，未來將協同幸福全球孵化器，打造“全球產業新城引領者”。
4）文化版圖再擴張，牽手韓國文化產業院。雙方共建“中韓文化產業基地”，擬成立 10 億元“中
韓文化產業基金”，標誌著華夏幸福產業佈局文化創意產業領域版圖再升級。
風險提示：海外市場具有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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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軟集團（600718）：東軟望海引進戰略投資者，保險子公司成立
1）引進戰略投資者，實施股權激勵方案。公司公告，平安健騰、東軟控股合計出資 2.25 億元，對
東軟望海進行增資。增資完成後，東軟望海實施“限制性股權計畫+股權期權計畫”的股權激勵方
案：東軟望海核心團隊分別認購不超過 212.46 萬元/424.91 萬元東軟望海新增註冊資本，認購價格
10.88 元/36.27 元每註冊資本。上述交易和激勵方案實施完成後，東軟集團將持有東軟望海 50.71%
的股權，平安健騰持股 19.43%，東軟控股持股 14.07%，員工持股主體持股 5.26%。
2）強化戰略業務佈局，股權激勵更進一步。此次引進平安健騰等作為戰略投資者，有望為東軟帶
來多方面發展驅動：（1）東軟望海有望借助資金繼續加強主業，加快外延並購步伐；（2）東軟集
團轉讓東軟望海股權獲得的 2.66 億元資金，將用於雲計算大資料、互聯網業務、汽車電子等未來
戰略佈局的業務；（3）東軟望海醫療業務有望與平安的保險業務實現對接。基於望海的資料積累
和平安的產品和管道優勢，開發基本醫療保險及商業健康險等產品，為醫療資料尋求變現出口；
（4）股權激勵範圍進一步拓展，利於公司長遠發展。
3）成立保險公司，拓展資料變現出口。公司同時公告，公司擬出資 2 億元（持股 20%），參與設
立融盛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該保險公司以資料作為基礎、以“互聯網+”作為發展模式，結合東
軟的醫療、車聯網相關業務，開發“駕駛行為分析/車聯網+車輛保險”、“健康管理+健康險”、
“互聯網+普惠金融”等保險產品。採用 O2O 模式快速切入到保險細分市場。我們認為，保險公司
的成立有助於加快實現公司沉澱資料的變現。
4）執行力顯著提升，期待後續進展。我們看到，自公司股權結構完善以來，管理層的執行力顯著
得到提升，公司戰略佈局的業務逐步有專案落地，我們繼續看好管理層執行力和創造力對公司未來
新興業務的驅動。另外，從業務基本面來看，公司正在從變現管道和出口的核心環節，來對基於資
料和流量的互聯網商業模式進行強化。
5）盈利預測與投資建議。我們認為，在股權結構完善後，東軟依靠已建立的技術積累、資料沉澱
和客戶聚合等優勢，在盈利模式逐步清晰和成熟的創新業務領域，其盈利空間有望逐步打開。我們
預計公司 2015-2017 年的 EPS 為 0.28、0.42、0.57 元，未來的三年的年均複合增速為 40%，6 個月
的目標價為 44.08 元/股，對應 2016 年 PE 為 105 倍，給予“買入”評級。
風險提示：與中國平安合作低於預期風險，保險公司成立進度低於預期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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