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年 01 月 08 日

宏觀經濟
從岔路回歸正途
（1）年後市場兩次暴跌均有起因，1 月 4 日大跌擔心大股東解禁減持衝擊，7 日下跌源自人民幣快
速貶值下的風險偏好回落。（2）熔斷機制加劇恐慌是市場從下跌演繹成暴跌的重要推手，7 日晚
證監會發文暫停後市場交易有望回歸常態。（3）對於市場擔心的解禁減持和匯率波動，前者證監
會已正式發文對沖，預計後續對市場影響有限，匯率波動帶來的風險衝擊尚需跟蹤海外新興市場匯
率貶值的波動變化。
風險提示：匯率波動風險，系統性風險。

熔斷制度影響市場交易特徵
觀點：熔斷機制下，市場焦點由創業板轉移到滬深 300 為焦點，原有的小盤股市值增長交易模式受
到考驗。從兩次觸發熔斷機制看，股指期貨並沒有充當熊頭。本質上看，股票漲跌停板是限價不限
流，而股指期貨是股票風險洩洪口，兩者都是給市場交易留下活口，而熔斷交易初衷是冷靜市場，
本質卻阻斷了流動性。
正文：
進入元旦，A 股市場就像換了人間，4 個交易日 2 次觸發 7%最高閾值，突然彌足珍貴的交易時間停
滯了，市場一片茫然。熔斷制度第一天就遭遇黑天鵝事件，股市匯市雙殺，引發全球市場動盪。
熔斷機制的出現對市場交易影響很大。過去 25 年可以說 A 股的交易模式經歷了 96 年之前、96 年
至 2010 年、2010 至 2016 三個時代。96 年前類似期貨的交易時代，96 年 12 月的漲跌停板與 T+1
推出後，出現了漲停板敢死隊、2010 年 4 月股指期貨推出，出現了跨市場對沖與程式化交易。熔
斷機制的出現，投資將轉變為以流動性為中心的交易模式，市場特徵或隨之改變：
第一，熔斷制度取代漲跌停模式。市場關注的風格指標發生轉移，由關注焦點創業板轉移到滬深
300 為焦點，原有的小盤股市值增長交易模式受到考驗。滬深 300 成為影響流動性的指揮棒。由於
市場流行性以及散戶主導特徵，大盤是否就此會形成風格轉換還需要時間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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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從兩次觸發熔斷機制看，股指期貨並沒有充當熊頭。從元月首日交易來看，滬深 300 指數觸
及 7%的閾值時，IF1601 期指主力合約跌幅僅在 6.81%。從元月 7 號交易情況看，滬深 300 觸及 7%
時，IF1601 跌幅在 6.75%，均未觸及 7%跌停板。中證 500 指數與 IC1601 指數在兩天的熔斷中，均
提前撞擊 7%漲跌停板，由於市場以滬深 300 指數為標杆，中證 500 期指的影響次之。
第三，熔斷制度對流動性影響巨大。本質上看，股票漲跌停板是限價不限流，而股指期貨是股票風
險洩洪口，本質是通過風險對沖提供逃生通道，兩者都是給市場交易留下活口，而熔斷交易初衷是
冷靜市場，本質卻帶來阻斷了流動性，一旦 5%閾值啟動，等於潘朵拉魔盒被打開，市場在恐慌背
景下產生磁吸效應，買盤卻而止步，7%閾值輕易到達，結束全市場交易。此時，基金面臨投資者
贖回而流動性凍結的風險，贖回發生後可能進一步加大股票買壓。此外，由於市場兩次熔斷的市場
形成共同點，為此，短期可能促使投機資金，借股指期貨在滬深 300 指數達到 3%以上跌幅時，放
空三大股指期貨進行牟利，加大對股票市場的助跌作用。
風險提示：匯率波動風險，系統性風險。

宏觀專題 20160107：沙特還撐得住嗎？——假如油價跌到 20 美元
15 年以來，金融市場“黑天鵝”頻發，尤其來自於海外，美國加息週期啟動，大宗商品跌跌不休，
而新興市場匯率暴貶。
如果油價跌到 20 美元，對世界有什麼影響？本文是海外探險系列之二，重點解析產油國龍頭沙特
經濟存在的潛在風險。
輝煌的昨天：老牌資源大鱷。沙特 2014 年 GDP 達 7240 億美元，全球第 19 位，人均 GDP 達 2.4 萬
美元。沙特經濟結構中，石油相關產業占比超 40%，經濟增長高度依賴外需，05-14 年，沙特經常
帳戶順差額穩居全球前 5 位。動盪的 2015：外儲大降，盯住美元能否繼續？14 年下半年以來，低
油價衝擊沙特經濟，為維持固定匯率制，沙特拋售大量外儲。15 年 11 月末沙特外儲較 14 年底減
少 957 億美元，降幅達 13.3%。但與其他新興經濟體不同，儘管外儲流出速度、規模均較大，沙特
仍堅持盯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度。為何沙特外儲大降？原因主要有四點：
原因之一：石油價格持續下跌，出口大幅下滑。原油構成沙特出口總額的近 80%，出口總額對油價
非常敏感。15 年以來低油價導致沙特出口較 14 年同期大幅下降 36%以上。而進口結構分散，經常
帳戶餘額受油價驅動惡化。
原因之二：政府支出快速擴張，財政赤字巨大。沙特石油產業由政府控制，石油產業增加值 80%成
為政府收入，油價下跌令政府收入大幅下滑。同時政府支出大幅擴張，05-14 年支出規模增長 2.2
倍，沙特政府盈餘的惡化是經常帳戶惡化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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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之三：前期利好政策消化，FDI 淨流入減少。沙特政府 04-05 年採取多項吸引外資的舉措，FDI
淨流入大幅增長後自 11 年起快速下降。
原因之四：美元進入加息週期，海外投資增加。“石油美元”及其全球資產配臵一直是國際金融市
場中重要的流動性來源。
隨著美國經濟復蘇前景向好，美元加息週期的啟動，沙特企業居民配臵海外資產的需求有所提升。
油價：沙特擴產降價以擠出葉岩油，全球庫存能力逼近極限，未來幾年料低位徘徊。從原油供給角
度來看，沙特、俄羅斯和美國形成三足鼎立的競爭態勢。受益於開採技術升級，美國儲量巨大的葉
岩油產量增加；為保住長期市場份額，沙特帶領 OPEC 國家擴產降價以擠出成本高昂的葉岩油；俄
羅斯決意奉陪到底，供給過剩愈演愈烈，預計 16 年油價為 30-50 美元/桶，而一旦全球油罐被灌滿，
油價可能暴跌至 20 美元。
低油價高赤字，極端情形下，沙特外儲僅可支撐 3 年！沙特 2016 年的主題即是“左右互搏”：一
面是打壓油價維持長期市場份額；一面是勒緊腰帶由奢入儉過苦日子。預計 2016 年，正常情況下，
即使考慮政府裁減支出因素，財政赤字仍將達到 GDP 的 9.9%-17.7%，外匯儲備流出規模將高達
1100 億-1680 億美元；而一旦油價暴跌的極端情形出現，財政赤字率將達 25%，經常帳戶赤字率超
過 20%，外儲流失可能接近 2000 億美元！這意味著極端情形下，外匯儲備規模僅夠維持 3 年！屆
時沙特裡亞爾脫鉤美元的“黑天鵝”或將成為現實。
節流融資非長遠之計，必須實施改革。經濟和財政過度依賴石油產業、就業創造能力不足是沙特經
濟最大的結構性矛盾。極低的負債率（GDP 的 1.6%）、超 6000 億美元的主權基金為沙特政府贏得
時間。計畫採取的融資手段包括重啟政府債券發行、出售海外資產，提升國內燃油價格擴大收入來
源，並已經著手啟動國有企業的部分私有化。
但融資能力僅能推遲危機，建立更廣泛、健康的收入來源才是根本，亟需進行改革。有效的改革措
施包括鼓勵私營經濟和非石油產業發展、增加就業、升級產業結構、分散財政收入來源等。如果改
革未能措施，全球石油需求亦未能顯著反彈，或油價短期持續大跌，那麼沙特將被迫放棄堅持三十
年的固定匯率制度。

大市導航
交通運輸：航空股上漲只欠東風
短期制約板塊上漲的唯一因素就是匯率。短期人民幣仍處於加速貶值狀態，兌美元匯率頻創新低，
但我們認為即使人民幣步入貶值週期，或將伴隨經濟調結構持續較長時間，但年均幅度仍然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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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過大幅度貶值不僅對本行業，對整個消費端都是不可想像的。聯想上輪本幣持續升值數年但航
空股股價自高點一路下跌超過 90％，我們不難發現，影響航空股價的不是匯率一點。股價是預期
差的反映。在上輪升值週期中，由於升值週期開啟，市場對本幣升值預期也基本一致，那麼航空股
的預期差便來自主營基本面。當時供需結構持續惡化，主營同比連年下跌，股價當然不會因為匯率
升值有好的表現。
同理，這一輪貶值週期中，看似短期跌幅較大，進一步下跌的預期差仍在，但從基本面角度我們也
看到許多積極變化。
其一，2015 年行業供給增速已到空域上限，無論從自然增速還是各公司自然需要大概率在 2016 年
都將明顯下降。其二，中國居民航空出行頻次仍很低，加之假期少，人口遷徙剛性需求強，新興消
費群體差異化需求強等特徵正在不斷加大，航空需求整體將維持 15％左右的較快增長，而節假日
脈衝需求、局域旅遊需求更是有可能超預期，其三，估值市值均顯著下降。行業 16 年估值將至 10
倍附近，市值較峰值腰斬。最後，板塊機構持倉很低，但關注度升溫。由於小市場股票累計漲幅巨
大，前期在航空上賺錢的機構已經開始重新關注航空板塊，其中運營、訂座以及匯率成為焦點。因
此，如果匯率預期差漸漸形成一致，在主營穩定向上，估值股價雙低的情況下，速漲當然有理由發
生。
風險提示：供需結構向好不達預期。

農業：農業 4.0：農墾系統將充分受益改革進程
1、以農業現代化為載體，推進一二三產業融合。2015 年十三五規劃通過，規劃強調了農業現代化、
農村土地承包關係、耕地保護、農業標準化和資訊化等方面內容，其核心在於農業現代化、資訊化。
此後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李克強總理又部署了以新型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為載體，推進農村一二三
產業融合發展的任務。作為傳統產業，農業面臨生產方式落後、產業結構不合理、產值低等問題，
成為我國推進現代化和小康社會建設的短板，一二三產業融合、農業現代化政策的落實或將為這個
落後產業帶來巨變。
2、農墾系統將充分受益改革進程，打造農業現代化示範區。我們認為，由於各方因素，農墾系統
將成為農業現代化改革的首要受益標的：1）農墾系統土地規模龐大，適宜規模化經營和現代化改
造；2）農墾改革發展意見中明確提出新時期農墾將定位於“中國特色新型農業現代化的示範區”；
3）在一二三產業融合的大背景下，未來農墾系統第一產業產值將逐步降低，經濟結構不斷優化；4）
隨著土地確權工作的推進，土地評估作價注入農墾集團，有望進一步提高集團的資產規模，增強集
團的融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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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互聯網+”助推三農轉型升級。農業離互聯網最遠，卻也最具想像空間，在推進一二三產業融
合，進行農業現代化改革的過程中，互聯網的滲透將越發深入。我們認為，互聯網將會影響農業產
業鏈各個環節，包括：1）應用物聯網技術，控制生產流程，提升生產效率；2）農村電商促進農資
直供，減少中間環節，降低生產成本；3）農村金融服務，降低農民財務成本；4）推動終端銷售模
式的變化。
4、建議關注相關上市企業：北大荒、海南橡膠、亞盛集團、農發種業、新希望、大北農。
風險提示：產業政策推進不達預期。

機械工業：農業 4.0：農業無人機為生產插上翅膀，打開農業大資料入口
隨著土地流轉加速、互聯網在農村的普及、工程師紅利回饋到農業生產中，我國的農業即將進入生
產力三要素全面變革的黃金時期。
中國作為農業大國，農田耕地達 18 億畝，需要大量的農業植保工作。農業的自動化和資訊化是未
來發展的必然方向，而農業植保無人機將成為邁向未來的重要臺階。2014-2015 年多重政策出臺，
行業技術不斷成熟的背景下，植保無人機即將爆發。我們估計植保無人機市場空間約 206 億元，年
植保服務費約 361-482 億元。隨著相關技術和資料的積累，技術人員、農業無人機、大資料將分別
取代傳統的施藥人員、手工具或地面設備、個人經驗和感覺，帶來植保方面的變革。無人機在農業
中的其他應用也將出現，不斷推進農業大資料的完善。農業大資料入口的搶奪戰即將打響，獲取入
口者不僅可以高效連接匹配生產端和需求端，大大減少土地和產品資源的浪費，更能夠開拓出每畝
地數百元生產資料到每畝地數千元產出的增值服務。建議關注：新安股份、芭田股份、隆鑫通用。
風險提示：政策出臺不達預期；無人機產品可靠性不足；配套不完善導致無人機植保難以推行。

資訊服務：農業 4.0：1 號文在即，關注農業資訊化
發達國家在農業資訊化領域投入多年，電腦和網路技術已經應用到農業的各個方面。美國的農業資
訊化高度發達，在全球農業資訊化浪潮中處於領先地位，主要應用於：電腦執行資訊系統應用於財
務、業務分析、計畫管理、畜牧和作物生產跟蹤記錄以及專家系統；3S 技術應用於精准農業；應
用性作物類比模型；農業動態資訊的計畫、預測和宏觀決策等領域。
以精准農業為代表的美國農業資訊化市場趨於成熟。美國 1993 年首次進行精准農業耕種技術試驗。
2002 年開始，遙感技術、智慧機械系統、電腦網路系統在美國農業耕作中得到了廣泛的運用。
2010 年之後，精准農業技術與物聯網相結合，掀起了美國精准農業技術的新浪潮，2013 年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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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農業部發佈的資料顯示，美國年生產總值 100 萬美元以上的農場精准農業技術的使用率達到了
93％，產值 50-100 萬美元的農場精准農業技術使用率 85％左右。
我國農業資訊化整體進程較發達國家落後 10-20 年，經過多年的技術發展，已具備農業資訊化的基
礎條件。2000 年以來，隨著電腦網路的快速發展，地理資訊系統、遙感測繪、北斗定位系統先後
快速發展，農業資訊化水準得到較大提升，但還是處在較低水準。2010 年以後我國廣播電視村村
通工程基本實現全覆蓋，農村地區的電腦普及程度越來越高，由 2000 年的每百戶 0.5 台上升到
2013 年的 21.5 台。農村線民數量從 2006 年的 2300 萬增加到近 1.9 億人。涉農電商數量和電商農
產品銷售額都在高速增長，農業資訊化的基礎條件已經具備。
土地確權市場：2013 年，中央 1 號檔明確提出“5 年時間基本完成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登記頒
證工作”。現階段，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登記頒證仍在試點階段，未來市場空間巨大。僅按全
國耕地確權 18 億畝來計算，假設每畝確權費用 15 元，潛在的市場規模至少為 270 億元。推薦神州
資訊，建議關注魚鱗圖。
農村基礎管理軟體市場：截至 2014 年我國鄉鎮區劃數量為 40381 個，僅按每個鄉鎮農村管理資訊
化投入 100 萬元計算，潛在市場規模至少 400 億元。推薦神州資訊。
以拖拉機導航/自動駕駛系統為主的精准農業市場：國內目前裝機政府補貼約為 7 萬元/套，單套系
統售價約為 10 萬元。截至 2013 年我國存量大中型拖拉機約為 527 萬台，假設未來 5 年內有 10%是
農耕用大型拖拉機，其中 30%適用於精准農業，則潛在市場空間約為 158 億元。我國目前除黑龍江
農墾通過幾年的發展，裝機率較高外，其他地區裝機率較低，提升空間很大。建議關注合眾思壯。
農產品溯源市場：農產品流通追溯體系建設是保證食品安全的重要手段，已在全國廣泛展開。在物
聯網、雲計算等新技術推動下，農產品溯源已成為“智慧城市”建設的重要內容。我們估算市場總
容量約為 270 億元，建議關注華宇軟體、資訊發展、新大陸。
風險提示：農業資訊化進程不及市場預期，系統性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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