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年 01 月 04 日

宏觀經濟
A 股的“小”神話：市值越小越妖
市值是選股的重要標準嗎？是！（1）不同階段，大小風格有明顯差異。回顧中國證券市場歷史，
93-01 年小市值公司相對占優，02-07 年大市值公司相對占優，08 年以來小市值公司再次占優。07
年後每年年初買入當時市值最小區間的公司，每年換手一次，組合至今漲幅高達 27 倍，而相反如
果每次買入市值最大區間的公司，組合至今漲幅僅僅 2.2 倍，同期上證綜指僅漲 36%。（2）拋開
風格變化，一直持有小市值公司勝率最大。從大小風格來看，A 股歷史上經歷了兩次大切換，但長
期持有小市值公司勝算最大，而且市值越小效率越高，每年初買入當時市值最小的 5%公司，該組
合累積漲幅高達 833.6 倍，市值最小 25%公司組合收益率為 318.4 倍，而市值最大的 25%公司組合
收益率僅僅 7.9 倍，同期上證綜指漲幅 12 倍。
為何越小越美麗？制度紅利！（1）嚴進嚴出制度下，小市值公司殼價值和並購重組優勢更明顯。
無論審批制還是核准制，掛牌上市本身就蘊含著價值，而且退市制度不完善，上市公司往往“停而
不退”，導致所有上市公司都具備殼價值和並購
重組的優勢，而小市值公司動力和彈性更大。正是因為鮮有股票退市，中國第一批股票“老八股”
至今仍然存在，多個經歷重組借殼後，上市至今漲幅最高的達 629 倍，最少的 10 倍，平均 181 倍，
平均年化收益率高達 23%，已經超過巴菲特。
（2）大小盤風格的變化，恰恰源於不同經濟環境下制度紅利的升降。仔細觀察風格變化的宏觀背
景可見，小市值公司更優時經濟增速下行，大市值公司更優時經濟增速上行。更本質的因素是，經
濟增速上行時，公司內生增長很快，對並購重組等外延擴張的需求不強烈，而經濟增速下行時，恰
恰相反。2009 年以來上市公司並購重組的公司數量占比顯示，經濟增速回落後，該資料明顯上升，
而且小市值公司發生的比例遠高於市場平均水準。
註冊制完全實施前，掘金殼價值。（1）註冊制前並購有望爆發，殼公司迎來最後的瘋狂。未來註
冊制完全實施後，寬進寬出，殼價值必將逐漸消失。但是短期來看，目前的註冊制很可能是有保留、
有管控的註冊制。尤其是，目前證監會已受理首發企業高達 750 家，還需要一個漸進的過程。註冊
制真正全面實施前，並購重組將繼續火爆，小市值公司的殼價值仍然存在。（2）尋找潛在殼價值，
組合投資。殼公司在重組後往往能獲得巨大的收益，統計近幾年資料，公告重組公司複牌後股價漲
幅很明顯，13 年來複牌後一個月平均漲幅均在 30%以上，15 年超 60%。潛在殼價值的公司構建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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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是一個不錯的策略，我們從市值小、負債少、股權分散和保持微利或者虧損狀態篩選公司，作
為潛在殼資源的備選標的。
風險提示。經濟增長超預期下滑，政策效果不達預期。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靠改革不靠放水
1.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2016 年是十三五的開局之年，習主席新年伊始在求是雜誌發文，指出未
來五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但絕不是新一輪大幹快上，靠刺激走粗放式發展老路，而是要堅
持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用五大理念。

2.

最大的潛力在改革。財政部部長在同期求是雜誌發文，指出我國在三期疊加階段，遭遇了勞動
力成本不斷上升、資本邊際效率下降、杠杆率較高等結構性問題，說明依靠要素投入數量推動
經濟增長總會遭遇瓶頸。未來要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重構經濟增長新動力，而這背後的關鍵是
大力推進結構性改革，尤其是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杆、降成本、補短板等五大供給側改革。

3.

貨幣寬鬆再度延後。12 月最後一周，降准再度落空，事實上自 11 月以來寬鬆貨幣政策已經連
續兩月缺席，而且央行公開市場貨幣投放量也明顯萎縮，反映寬鬆預期明顯延後。由於貨幣寬
鬆屬於典型的刺激需求側的政策，而非目前政府大力提倡的供給側改革，因而寬鬆貨幣政策的
一再缺席預示著我們或需降低對未來貨幣大幅放水的期望。

4.

大宗衝擊相繼顯現：上週二，穆迪將亞洲最大大宗商品貿易商——來寶集團評級降為垃圾級，
其違約風險高達 70%。在一些小公司出現違約後，大宗商品價格的暴跌對來寶、嘉能可、英美
資源等大宗商品貿易巨頭和巴西這類大宗商品出口國的衝擊已經相繼浮出水面。在年末預算支
出激增的預期下，受原油價格下滑影響，俄羅斯匯率上周跌至歷史新低。造成盧布走低的因素
不僅包括疲軟的油價，還包括西方各國就烏克蘭問題對俄羅斯實施的經濟制裁。俄羅斯央行認
為，2016 年油價可能會在 35 美元/桶徘徊，預計俄羅斯 GDP 收縮 5%或以上，通脹率可能會觸
及 7%-9%。

16 年 A 股五大關鍵字
1.

資產荒還會繼續嗎？回顧美國 1900 年以來的十年期國債收益率，利率走完一輪上升或下降趨
勢平均達 25 年。中國的利率下行之路可能還很長。大類資產輪動週期往往五年以上乃至十年，
長期看股權投融資時代可能才開始。最近保險公司頻繁舉牌上市公司說明資產配臵向股權資產
轉移的潮流。我們測算，16 年資金淨流入預計約為 3.3 萬億，其中資金流入 5.5 萬億，資金流
出 2.2 萬億。詳見報告《展望 2016：有多少錢可以進來-2015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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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註冊制會改變 A 股生態環境嗎？A 股歷史一直上演“小”神話，小市值公司整體表現更優，這
源于制度紅利。發行審核制和退市制度不完善的背景下，小市值公司殼價值和並購重組優勢更
明顯。未來在註冊制完全實施後，寬進寬出，殼價值必將逐漸消失。但是短期來看，目前的註
冊制很可能是有保留、有管控的註冊制。尤其是，目前證監會已受理首發企業高達 750 家，還
需要一個漸進的過程。註冊制真正全面實施前，並購重組將繼續火爆，小市值公司的殼價值仍
然存在。詳見報告《A 股的“小”神話：市值越小越妖》。

3.

美聯儲會大幅加息嗎？國內投資者對於 16 年美國加息次數預期均值為 2.3 次。如果 3 月美聯
儲加息，對 A 股市場投資者而言是超預期事件。而如果 2016 年美聯儲加息 4 次，即每個季度
末都加息，則新興市場的匯率風險將會更加劇烈。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部分新興經濟體仍
然存在風險。

4.

去杠杆、去產能衝擊有多大？各類政府工作會議多次強調將推進供給側改革，相關政策措施如
落地，很可能在 3 月份兩會之後。如去產能、去杠杆推進力度大，必將出現多起企業的關停並
轉，壞賬和信用風險暴露。中期而言，這是好事，但短期不僅影響短經濟增長，更會影響市場
情緒。2014 年 2 月底-5 月底，即信用風險暴露及匯率貶值曾引發了一輪市場調整。

5.

A 股納入 MSCI 會帶來什麼新變化？回顧歷史，風格切換呈現出兩大特徵：一是大象起舞需刮
大風，二是風格切換來也匆匆去也匆匆。回到當下，大風還未看到，風格切換時機尚不成熟。
16 年 6 月 A 股納入 MSCI 迎來再評估，有可能再次成為風格切換的催化劑。

6.

應對策略：擁抱春季行情，持有成長。年初流動性寬鬆、“十三五”政策亮點增多將再次提升
市場風險偏好，春季行情不會缺席。展望 2016，資產荒背景下大類資產配臵向權益市場的趨
勢不變，年初仍是做多的良好窗口期，下一步值得警惕的時間窗口期是 3-4 月，美聯儲加息、
去產能去杠杆、註冊制等各類不利影響集中出現。風格方面，當下沒有大風，成長性的中小創
繼續占優，關注 16 年年中 A 股納入 MSCI 可能引發的階段性切換。建議繼續持有成長，關注農
業現代化、以及軍工等。主題掘金小市值殼價值公司。

風險提示。海外金融市場波動，經濟增長失速，政策調控市場超預期。

大市導航
傳媒：新消費崛起，一個嶄新的時代
新消費崛起，一個嶄新的時代。近年來，隨著我國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以及生活水準的不斷提高，
以“衣食住”為代表的傳統消費需求開始走弱，而以交通通信、文娛服務、醫療保健為代表的現代
消費則強勢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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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板塊——需求端旺盛，重點供給端工業化進程加快。文娛產業工業化時代降臨。文化消費意識
的強化和網路環境的優化，促進文娛板塊，尤其是互聯網文化消費規模不斷擴大；優質內容的持續
供給，也逐步提升用戶付費意願。我們認為，2016 年內容板塊工業化時代將臨，同時，板塊高資
產證券化率也使得行業內公司橫向整合成為預期。建議關注優質 IP 運營公司和院線公司：內容標
的（新文化、禾欣股份、光線傳媒、華策影視）和院線標的（萬達院線、*ST 松遼）。
體育板塊——大賽年疊加資本化提速，這邊風光獨好。“三駕馬車”推動體育產業騰飛。“馬車
I”——政府鼓勵。“馬車 II”——資本投入。“馬車 III”——需求拉動。2016 年展望：（1）大賽年孕
育大市場；（2）體育產業資本化提速，加快供給端改革，期待“更好的聯賽和更好的俱樂部”；
（3）核心產業仍是重頭戲，體育 IP、體育行銷、體育媒體機會最大。關注道博股份（雙刃劍）、
奧拓電子（體育產業鏈全拓展）、華錄百納（深入佈局體育 IP、體育傳媒）。
動漫遊戲——重點關注 VR 對遊戲產業的進一步推動。供需交匯推動二次元消費爆發。未來重點關
注動漫衍生品市場的發展，建議關注全產業鏈佈局、擁有原創 IP 並引入 VR 技術的奧飛動漫。供給
創造需求，VR 必將成為繼手遊之後推動遊戲產業迎來新一輪增長的重要推動力。類比 WII 在主機
市場普及的速度並考慮市場推廣主體和受眾人群將更為廣泛，VR 設
備在整個遊戲市場的佔有率有望在 3 年內達到 30%以上。建議關注順網科技（線下體驗店模式）、
以及生態佈局完整的樂視網、暴風科技。
教育板塊——經濟新常態，教育新紀元。近 20 年來，我國教育市場持續高速發展。具體來看，教
育經費增速始終保持在 15%以上，且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占 GDP 的比重也穩步提高。建議關注估
值較低的公司：拓維資訊、新南洋。
廣告、行銷、媒體——戰略轉型正當時。傳統媒體正在逐步走入寒冬，雖然行業試圖通過並購和多
元化經營，來尋求業務轉型，但從目前看來，傳統媒體的經營現狀依舊堪憂。在各種轉型道路上，
經營遊戲業務最為常見，除此之外，許多傳統媒體也試圖通過佈局影視、音樂等業務來實現多元化
生態。和轉型同步的是傳統媒體大資料業務的開展，相信在不遠的將來“大資料”業務可以推動其
傳統媒體各項業務的融合與創新，幫助企業實現新的增長。關注：思美傳媒、省廣傳媒。
風險提示。產業扶植政策不及預期。宏觀經濟持續下行。

銀行：消費金融潛力與方向
一、國內的消費金融市場高位回穩
1、過去 10 年國內消費金融保持高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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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年代以來，國內居民消費占比 GDP 持續偏離海外主要國家水準，近 10 年國內消費信貸高速發展，
特別短期消費信貸持續保持超過 20%高速增長，截止 2014 年消費貸款約 15 萬億，其中非住房消費
貸款約 5 萬億。
2、近年來消費金融高位回穩，保持中高速增長。
近幾年，近年來國內消費金融滲透率不斷提升，2014 年達到 20%，低於美國、韓國，高於日本。
隨著滲透率提升，消費
金融增速逐步回穩保持中高速增長。
3、未來市場空間。
考慮到目前消費升級、國內政策鼓勵和利率持續下行，我們假定未來 5 年國內消費增速保持 10%，
隨著消費升級，滲透率每年小幅提升 1%，消費提升仍能帶來消費信貸超過 15%的年增速，那麼到
2019 年還有五萬億市場，如果不考慮滲透
率提升，年增幅 10%，那麼到 2019 年增量市場三萬億。
二、傳統業務回歸平穩，細分市場仍有爆發潛力
1、傳統信用卡和車貸仍是消費金融主體，銀行仍是消費金融主要提供者。我們簡單測算 2014 年非
住房類消費貸款結構，絕大部分為信用卡貸款，車貸占 9%，其他占比 37%。國內消費信貸主體仍
是銀行，其他市場參與者包括：消費金融公司、汽車金融公司、小貸公司、互聯網金融企業等。除
了主要參與方，衍生的需求如：征信、資料提供、資產證券化等。非銀行類盈利模式主要負債方模
式主要自有資金、銀行貸款和發債等,資產證券化或者 P2P 對接。
2、傳統的信用卡和車貸業務高位回歸平穩。
3、消費金融公司和互聯網消費金融高速增長。
三、消費金融核心競爭力
我們認為消費金融企業的成功要素主要包括：選取高成長的細分市場、長期有效的客戶積累、有效
的風險定價技術。從而銀行系消費金融公司、高頻電商、其他細分市場機構可能是未來最有優勢的
競爭者。銀行及銀行系消費金融公司：擁有最全面的客戶金融資料和風控經驗，存量市場優勢顯著，
能否抓住細分市場是關鍵。高頻交易的電商平臺如螞蟻花唄，其擁有最全面的客戶消費和交易資料，
依託電商，風控能力需要時間驗證。定位明確的專注細分市場的其他機構如：分期樂是最明確的細
分市場劃分，定位學生，通過線上線下擴張逐步積累客戶，逐步培育風控能力。
2016 年銀行策略：等待信號，堅定加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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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投資時鐘重溯：經濟和流動性對銀行投資的主導邏輯未變，經濟方面驅動因素更長期。
供給端改革推進成效是銀行的核心邏輯。
流動性政策寬鬆，利率下行仍有空間。
盈利增速底點漸現，預期充分。
投資建議：等待信號，堅定加倉。經濟層面，供給端改革的效用和力度是銀行股後續趨勢的核心，
穩增長階段性回暖，利率水準下行帶來行業直接動力，金改、混業和行業創新可能成為催化。
個股推薦。選股線索，股權分散仍有產業資本介入可能性，低估值品種，業務結構符合經濟結構調
整方向，基本面平穩優於行業。
推薦：北京銀行為首的城商行，關注平安銀行、興業銀行。
風險提示：宏觀經濟、資產品質。

有色金屬：16 年能否成涅槃王？
PMI 環比微反彈顯示製造業萎縮趨勢得緩解，底部區域應多關注向上亮點：一季度美加息預期減弱
美元壓力緩解，供給端改革預期不斷增強。板塊廢棄多年，屢破新低致心動，預計金屬價格反彈持
續，當前至少標配！
推薦雲鋁股份、中金嶺南、天齊鋰業、太原剛玉、金一文化和楚江新材。
風險提示：大盤不確定性因素。

傳媒：關注動漫版塊和滯漲股
短期關注 1、動漫板塊；2、前期滯漲或小市值公司，如省廣股份、雙象股份等，中長期而言新興
消費是未來經濟增長的主要方向之一，仍看好泛娛樂（體育、教育、影視、遊戲等板塊）。重倉股
新文化因停牌所以不列入組合。
教育板塊。上周教育板塊走勢較弱，僅有威創股份取得上漲，漲幅為 0.57%。重點關注 2016 年
“全面二孩”政策正式放開，一波生育潮將有效推動幼教需求，關注幼教龍頭威創股份。目前教育
板塊整體估值較高，建議關注估值較低的公司：拓維資訊、新南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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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行銷板塊。上周廣告行銷板塊微調，申萬行銷服務指數下跌 2.57%。其中藍色游標、聯絡互動
分別上漲 2.79%、1.96%。短期建議繼續積極關注估值較低，業績增速較快的公司。
內容板塊。上周內容板塊申萬影視動漫指數下跌 2.19%，僅有當代東方錄得上漲 0.72%。2015 年國
產影片總票房 271.36 億元，占總票房 61.58%，國產影票以較大優勢佔據中國電影市場主導地位。
我們認為 2016 中國文娛內容包括電影在內產出將進一步推進工業化發展。優質 IP 公司的選股邏輯：
1）優質團隊+資本支援，靈活多樣經營；2）打造工業化流程，內容產品“質+量”齊升；3）IP 資
源豐富且運營能力突出。建議關注：華策影視（《不可思異》）、華誼兄弟（《壞蛋必須死》、
《尋龍訣》、《奔愛》）、新文化（《絕地逃亡》、《最美的時候遇見你》、《美人魚》）、光線
傳媒（《怦然星動》、《杜拉拉追婚記》、《惡棍天使》、《奔愛》、《美人魚》）、奧飛動漫。
遊戲和動漫板塊。看好動漫、遊戲台塊：（1）供需交匯推動二次元消費爆發。未來重點關注動漫
衍生品市場的發展。建議關注：奧飛動漫、長城動漫。（2）CES 展即將開始，重點關注 VR 概念股：
順網科技、奧飛動漫。
體育板塊。中長期堅定看好體育產業，政府鼓勵、資本投入、需求拉動三因素助力體育市場飛速發
展。推薦雙象股份（設立體育基金，外延發展預期強）、道博股份（雙刃劍），關注奧拓電子（體
育產業鏈全拓展）、華錄百納（深入佈局體育 IP、體育傳媒）。
風險提示：傳媒板塊系統性風險；中國 A 股回檔風險導致估值下降。

航空航太與國防：軍改落地，航母開建，大風起兮“軍”飛揚
軍隊改革方案正式推出及國防部證實自主建造第二艘航母有望成為板塊催化劑。元旦期間，中央軍
委印發《關於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的意見》，軍隊改革實質落地，二炮更名火箭軍由兵種上升至軍
種，陸軍設立陸軍司令部變革數十年大陸軍思路，設立戰略支援部隊提升天、網、電重要性。新軍
兵種架構將為軍隊新發展提升建立更合理框架。國防部證實自主建造第二艘航母，亦展示我國加強
海軍決心。兩大催化劑疊加有望點燃軍工板塊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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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均有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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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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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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年至今漲幅來看，軍工板塊整體上漲約 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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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中航飛機、達剛路機、衛士通、成發科技、航太晨光、中直股份、中航動力、中航
電子、德奧通航，關注航太動力、航太長峰。
風險提示。改革的不確定性。軍品訂單大幅波動。系統性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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