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年 03 月 10 日

宏觀經濟
滯脹來了買什麼？——兼議如何守住我們的財富
如果滯脹來臨，該如何配臵資產？
70 年代大滯脹來襲：增長動力疲弱，油糧推升通脹，寬鬆政策失效。70 年代，美、德、日經歷了
高通脹與經濟衰退並存的滯脹時代：通脹長期在 5%以上徘徊，並一度攀升至 10%以上，而經濟增
長則出現停滯。滯脹緣於增長動力疲弱、經濟結構轉型，油價、糧價上升抬升通脹。各國政府採取
寬鬆財政、貨幣政策，但未能托底經濟下滑，反而幫助推高了通脹。
大滯脹期間大類資產表現：債券價格下行，股市窄幅震盪，商品表現搶眼。“大滯脹”時期，美國
國債收益率迭創新高，股市十年漲幅僅 16%、窄幅波動；德國 10 年期國債收益率從 5%升至 10%，
DAX 十年下滑 17%；日本 10 年期國債收益率飆至 20%以上，股市溫和上漲。而商品表現搶眼，石
油、黃金領漲。
90 年代類滯脹表現：轉型拖累增長，通脹相對高位，升值引入熱錢。90 年代初，韓國、臺灣在經
歷了高速增長後迎來轉型，經濟增速中樞下行，工業化步入尾聲。同時期 CPI 整體上臺階，但其過
程並不像發達國家的滯脹那麼猛烈。而受 85 年廣場協議影響，韓元、台幣大幅升值，適逢金融市
場化，導致大量國際熱錢流入境內，推高 M2 增速，助推 CPI 上升。
類滯脹期間大類資產表現：債市整體疲軟，股市巨幅震盪，商品溫和上漲。廣場協議之後，熱錢流
入，物價上漲，韓國國債收益率上升。而臺灣及時採取貨幣緊縮，CPI 和債券收益率都維持在相對
較低水準。87-97 年間，韓國股指漲幅歸零。
臺灣股指在 90 年沖高後暴跌，此後一直在低位震盪。韓元、台幣於 90 年代初開始緩慢貶值。“類
滯脹”時期，美元指數持續下滑，但 CRB 指數溫和回升。
後債務危機時代拉美惡性滯脹：經濟增長停滯，惡性通脹抬頭，匯率政策僵化。拉美則在 80、90
年代經歷了“惡性滯脹”——經濟增速大幅下滑，惡性通脹橫行。拉美“惡性滯脹”的本質是債務
危機後遺症，以外債作為投資的主要來源而片面追求經濟高增長、產業政策上過分重視優先發展資
本密集型行業而忽視扶植勞動密集型產業、價格和匯率政策僵化三方面因素共同引發了債務危機。
惡性滯脹期大類資產表現：緊貨幣壓通脹，高利率股債熊，匯率大幅貶值。拉美各國政府普遍採用
緊縮性貨幣政策來壓制通脹，導致利率進一步走高。進而導致股債雙熊：債券價格因利率大幅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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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走低；股市一方面因高利率而估值大幅下挫，另一方面因實體經濟孱弱而盈利微薄，盈利、估值
雙殺。“惡性滯脹”期間，巴西雷亞爾和墨西哥比索均經歷了兩次大幅貶值，美元指數和 CRB 指數
表現平穩，持有美元或以美元標價的商品仍然是最優選擇。
滯脹時期該買啥？黃金商品和美元！我們總結發現：其一，滯脹的原因都與“經濟轉型+貨幣寬鬆”
有關，傳統逆週期政策沒法應對轉型期的經濟下行，反而會導致流動性過剩，推高通脹；其二，滯
脹期債券市場和股票市場整體表現欠佳，高利率打壓債券價格和股市估值，而轉型期企業盈利整體
低迷；其三，當滯脹來臨，“美元升、商品平”和“美元平、商品升”必居其一，因而持有美元或
以美元標價的大宗商品成為最優選擇。

以史為鑒，推測本輪週期股上漲後的兩種可能結局
歷史一：08 年 11 月-09 年 8 月。起因：四萬億投資強刺激，週期股領漲。08 年美國次貸危機演變
為全球金融危機，外需突然消失，為了保持經濟平穩較快增長，國內出臺了刺激政策。08 年 11 月
9 日公佈了 4 萬億元的龐大投資計畫，伴隨而生的是信貸規模達 10 萬億，GDP 在 09 年一季度觸底
後快速復蘇。強政策刺激下，A 股出現牛市，週期股領漲，有色、建材、房地產、煤炭行業分別上
漲 268%、206%、190%、188%。結局：政策轉向，風格輪向消費、科技股。09 年年中之後宏觀政
策開始出現適當的轉向，由重投資重信貸轉向鼓勵消費，週期股逐漸走弱，消費、成長風格開始接
力。
歷史二：10 年 7 月-11 月。起因：信貸放量和美國 QE2 刺激，“煤飛色舞”。7 月貨幣政策出現微
調，信貸開始放量。10 年 8 月，美聯儲主席伯南克釋放出 QE2 政策信號，11 月 QE2 正式推出，銅、
鋁等資源品價格開始大幅上漲，股票市場開始“煤飛色舞”。結局：通脹引發政策收縮，步入大小
齊跌的熊市。10 年開始通脹已經開始逐漸抬頭，10 月 CPI 同比高達 4.4%，10 月 20 日起央行開始
加息，並多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並收緊房地產政策。隨著政策不斷收緊，最終股市拐頭向下。
歷史三：12 年 1 月-3 月。起因：政策放鬆，預期復蘇。11 年底為了穩定經濟增長，貨幣政策開始
逐漸寬鬆。此外，房地產政策執行層面放鬆，銀行支持房貸，首套住房貸款利率普遍 9 折。貨幣政
策的放鬆、房地產市場的回暖，資本市場普遍預期經濟復蘇。早週期的地產、汽車先漲帶動整個週
期股，其實這個階段創業板漲幅更大。結局：經濟復蘇被證偽，主機板陰跌、中小創分化。GDP 於
三季度降至 7.4%，經濟企穩回升的預期被證偽。週期股短暫的行情也宣告結束。中小創出現分化，
一些景氣度很好細分子行業龍頭公司走出獨立行情。
思考：這次週期股行情如何收場？起因：從供給側改革降到需求刺激。此輪週期股上漲主要是兩大
邏輯，一是 1 月份主要講供給側改革，二是 2 月以來主要講需求刺激。2 月 2 日央行降低了首套房
首付比例，2 月 19 日財政部發文降低個人購買家庭住房契稅，以及 2 月份公佈的 1 月 2.5 萬億的天
量新增信貸資料，2 月 29 日央行突然降准，這些都表明了政府利用需求刺激來穩增長的決心。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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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有色、煤炭、鋼鐵股領漲。結局猜想：需求回升被證偽？通脹高企倒逼政策收緊？這次週期股行
情的情景，有兩種可能：第一，類似 12 年，需求回升被證偽。從宏觀經濟、政策背景及股市形態
看，目前似乎與 2012 年有些相似。經濟增長有下行壓力，貨幣政策偏松、房地產政策放鬆，政府
投資手段也在用，不過整體的力度都溫和。如此的話，週期股在政策預期階段表現後，證偽階段還
會跌回去，而中小創分化，市場只有少數的結構性機會。
第二，政策發力，增長回升拉高通脹，最後政策收緊。如果兩會後就開始推進新基建投資，如地下
管廊、地鐵、高鐵等，週期股就真會出現需求改善，行情空間會更大。不過，如此的話，下半年通
脹可能就會起來，最終政策收緊，類似 11 年式的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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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phaGo 加速，無人駕駛上路
9 日，由“穀歌深度學習”開發的人工智慧“AlphaGo”，與韓國頭號種子職業九段棋手李世石對戰，
取得首輪勝利。
AlphaGo 由卷積神經系統+深度強化學習模型組成。卷積神經系統是由多個資料中心作為節點相連、
單節點內有多台超級電腦的神經網路系統，類似人腦；深度強化學習模型是通過效用函數判斷，策
略函數決策未來行為的演算法模型。該演算法具普適性，能用於無人駕駛、人臉等多種智慧識別場
景。
無人駕駛通過感測器採集資訊，深度學習模型判斷並做出行車決策，以替代司機。AlphaGo 首勝指
示了演算法進化速度超預期。2011 到 2014 年間，人工智慧的圖像識別錯誤率從 25%快速下降至不
足 5%，抓取資料準確率也穩步升至近 1%。去年 10 月 AlphaGo 棋力評估仍顯著低於李世石，但次
年 3 月卻獲首勝，亦部分歸功於深度學習加速成熟。
我們預計，受深度學習演算法加速成熟的驅動，無人駕駛在“判斷、決策”環節的痛點將有望被破
除，配合巨頭加入生態佈局、預期 17-18 年或將產業化，產業鏈將迎景氣度上漲，行情圍繞【電子
器件放量智慧系統開拓智慧交通生態】陸續展開。
關注龍頭【亞太股份、歐菲光、金固股份、中原內配、四維圖新、千方科技、數字政通、保千里】
等。
風險提示：無人駕駛進展不及預期，系統性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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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工程：地產帶動裝飾預期改善，建議關注裝飾板塊，推薦基本面驅動個股
繼 2 月 3 日央行聯合銀監會下調不實施限購城市首套房和二套房首付款比例和 19 日財政部、國稅
總局、住建部聯合發文調低個人購買住房的契稅稅率，3 月 1 日央行意外下調存款準備金率 0.5 個
百分點，房地產利好政策組合拳顯示政府去庫存的決心。從產業聯動角度，地產銷售回暖有望帶動
裝飾改善預期，建議關注。根據已披露業績快報，園林、裝飾和化學工程三個行業業績下滑明顯，
次新股（包括借殼）、轉型個股等仍有潛力可挖。相對而言，我們看好國際工程和工程設計板塊，
推薦基本面驅動個股：中工國際（4 季度業績拐點，估值安全）、蘇交科（持續增長能力強，並購
戰略持續）以及中鋼國際（基本面向上，國際工程業務爆發）。
風險提示：地產銷售下跌，系統性風險。

傳媒：行業穩增長，整合創新成關鍵
以客戶為核心，數位化和全業務化行銷趨勢明顯；參與內容製作，VR/AR 技術應用，管道整合規劃。
重點推薦：1）優質客戶資源：省廣股份、思美傳媒；2）領先數字行銷公司：利歐股份。
個股利歐股份：成立利歐數位，看好未來數位行銷整體發展：1）擁有 adidas、百事、puma、伊利
等優質客戶，大客戶資源優勢明顯；2）專業人才加入，團隊優質執行突出。3）加快內容和娛樂行
銷佈局，創新打造利歐互娛。買入評級。
風險提示：數字行銷整合不達預期。

造紙輕工：國內化妝品公司崛起的時代
化妝品是中國最早向外資公司開放的市場之一，外資憑藉政策、資本、品牌優勢佔據市場主導地位
（2014 年我國化妝品消費歐美品牌占比 46%，日韓 16%，內資 37%），但 2011 年開始國產品牌進
入前十大品牌的比重在明顯上升，國內化妝品公司進入做大做強時代。
1）彩妝市場有望繼續加速，男士嬰幼兒占比提升；2）彩妝 APP 推升行業增長，獲風投資金青睞；
3）國內化妝品管道中，超市、百貨賣場比例逐年下降，而專業連鎖店、電商管道增長迅速。有正
品背書的 B2C 模式前景看好，未來預計 B2C 管道將超過以淘寶為代表的 C2C 管道；4）國內化妝品
公司主要發展路徑：①快速收購擴張，打造產業生態圈，關注代表企業青島金王、潮宏基、朗姿股
份等；②重視產品研發，打造自有品牌，關注代表企業上海家化、雲南白藥、隆力奇、珀萊雅等。
風險提示：系統性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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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重工（600031）：公告擬實施員工持股計畫，軍工、建築工業化是未來最大看點
第一期於 2016 年實施，第二期視情況擇機實施，兩期資金總額上限均為 4 億元，共計 8 億元。第
一期等額認購資產管理計畫中的次級份額，主要通過二級市場買入三一重工股票。出資參加第一期
員工持股計畫的公司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中層管理人員、公司核心業務（技術）人員共計
不超過 2800 人。
全國 29 家主要挖掘機生產企業 2016 年 2 月挖掘機銷售 3220 台，比 2015 年同期的 2425 台，同比
增長達 32.8%。2016 年 1-2 月份共銷售挖掘機 5705 台，比 2015 年同期的 5869 台，同比僅下降
2.8%。16 年開年，挖掘機銷售市場有明顯回暖跡象。2 月份，國產品牌挖掘機銷售迷你挖掘機 413
台，6 噸以上液壓挖掘機銷售 900 台，共銷售 1313 台，同比增加 12%。其中，三一重工迷你挖掘
機銷售 172 台，市場佔有率 41.6%；6 噸以上液壓挖掘機銷售 438 台，市場佔有率 48.7%；以 610
台的銷售總額成為本月國產挖掘機銷售冠軍。
2016 年 2 月 18 日，公司公告其全資子公司三一汽車製造有限公司獲得武器裝備科研生產許可證，
公司具備了從事許可範圍內武器裝備科研生產活動的資格；同日，公司公告與昆山經濟技術開發區
管理委員會簽署《三一重工昆山建築工業化專案投資協定》，規劃分五年投資 60 億元，至 2020 年，
形成可承擔建築工業化方式建築面積 1000 萬平米以上的年產能。
公司未來轉型的最大看點是軍工與建築工業化兩大方向，建議持續關注。
風險提示：宏觀經濟下行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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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的表現不一定是未來業績的指標。某些交易（包括涉及金融衍生工具的交易）會引起極大風險，並不適合
所有投資者。人民幣計價股票的二手市場可能未必活躍，閣下或需承受有關的流通量風險。由於人民幣仍然
不能在香港自由兌換，閣下可能無法在閣下所選定的時間兌換人民幣及／或兌換閣下選定的人民幣金額。人
民幣匯率波動可能導致閣下於兌換人民幣為港幣或其他外幣時蒙受虧損。
本檔中所載任何價格或水準僅屬參考而已，可能因應市況變動而有所變化。本行概不就因使用此等市場資料
而產生的任何直接、間接或相應損失承擔任何責任。證券價格可升可跌，甚至變成毫無價值。買賣證券未必
一定能夠賺取利潤，反而可能會招致損失。海通國際證券及本集團的關聯公司、其高級職員、董事及雇員將
不時於本文件中提及的證券或衍生工具（如有）持有長倉或短倉、作為主事人，以及進行購買或沽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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