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年 04 月 06 日

宏觀經濟
未有成功先例，實施慎之又慎——托賓稅的國際經驗與啟示
什麼是“托賓稅”？托賓稅是針對外匯交易徵收的交易稅，旨在著重提升短期外匯交易的成本，以
抑制過度的短期資本跨境流動。托賓稅具有 3 個基本特徵：1）市場化價格型間接調控手段；2）非
對稱成本提升效應；3）旨在抑制短期資本流動。
為什麼要徵收“托賓稅”？1）短期資本流動削弱貨幣政策獨立性：巴西、智利、哥倫比亞等拉美
國家為應對高通脹實施貨幣緊縮，高利率導致資本大量流入，央行被動擴大貨幣供給，加重通脹壓
力；2）資本流動期限短，威脅金融穩定性：採取托賓稅前，流入拉美國家的主要是短期資本，長
期資本增長緩慢，短期資本流動增加金融體系流動性風險、資產價格泡沫風險、以及幣種和期限錯
配風險，威脅金融穩定性；3）匯率大幅波動，不利於貿易和投資：短期資本流入導致匯率高估，
出口競爭力弱化，形成的長期貶值預期減弱國內市場對長期資本的吸引力；4）資本流出的情形：
馬來西亞曾在資本流出背景下實施資本管制和撤資稅等政策，其目的同樣是維持貨幣政策獨立性，
避免被動加息。
國際經驗：“托賓稅”如何實施？1）無息準備金（URR）：無息準備金是應用較為廣泛的一種托
賓稅類政策工具，針對外匯流入徵收，旨在緩解短期外資流入導致的本幣升值壓力，準備金率是主
要調控手段，有時針對短期流動採用更為嚴厲的差異化準備金率。智利（91-98）、哥倫比亞（9300、07-08）、泰國（06-08）曾實施 URR。2）金融交易稅（IOF）：一種針對外匯交易的顯性稅收，
在外匯流入環節徵收，主要針對短期資本流入導致的本幣升值壓力，稅率是主要調整手段，變化較
為頻繁，徵稅範圍不僅包括即期市場，也延伸至外匯衍生工具交易。巴西（93-99、09-14）曾兩度
實施 IOF。3）預扣稅、撤資稅等：與 URR 和 IOF 不同，主要在資本流出環節徵收，同樣對短期資
本流出更為嚴格。馬來西亞曾在 99 年以撤資稅替代 98 年實施的嚴格外匯管制，韓國和泰國分別曾
對外國投資者投資本國國債收益徵收預扣稅。
“托賓稅”是否有效？我們從跨境資本流動總量、結構、貨幣政策獨立性和匯率波動性四個方面衡
量托賓稅類政策的實施效果，發現：1）托賓稅對抑制短期資本流入的效果更為顯著，對抑制資本
流出作用不大。2）在資本流入環境下，托賓稅類政策對保持國內貨幣政策獨立性具有一定作用，
而在資本流出環境下，作用不明顯。3）除上述兩點外，無直接證據顯示托賓稅對跨境資本流動和
匯率具有其他直接影響。托賓稅對跨境資本流動規模並無實質影響，撤資稅、預扣稅未能抑制資本
流出，對實際匯率也無明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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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如何借鑒“托賓稅”？對我國而言，目前是借鑒“托賓稅”較為敏感的時期，相關舉措應審慎
考量。1）托賓稅抑制外匯流出未有成功先例。與多數案例不同，我國當前仍面臨一定的資金流出
和人民幣貶值壓力。托賓稅在抑制資本流出和貶值方面目前尚未有成功先例。2）人民幣加入 SDR，
外匯管制難再收緊。SDR 貨幣需滿足“可自由使用”標準，國內金融市場開放度有待提升。而最近
30 年內未有 SDR 貨幣涉足托賓稅，相關措施似乎更多與金融脆弱性相聯繫。3）托賓稅的可能性：
外匯衍生品交易。外匯衍生品交易對貶值預期有放大作用，或成為托賓稅類政策首選交易類型。已
實施的遠期售匯風險準備金，或納入託賓稅框架之中，並擴展至更多衍生品交易。外匯衍生品交易
以外其他領域的托賓稅，短期內快速推進的概率較低。

這次通脹主線，投資下游
貨幣寬鬆、經濟回升是通脹的前奏。回顧近十年以來的兩輪典型的通脹，以 CPI 增速超過 3%，通
脹持續上升界定為通脹區間。第一輪通脹的物價持續上漲階段為 2007/03-2008/02，CPI 中樞為
5.7%，PPI 中樞 3.7%；第二輪通脹時期物價持續上漲階段為 2010/05-2011/07，CPI 中樞為 4.6%，
PPI 中樞為 6.2%。從歷史經驗來看，歷次經濟回升的過程，都是流動性寬鬆領先於經濟增長，經濟
增長領先於通脹。兩輪通脹略有不同，07 年 CPI 先上漲，10 年 PPI 先上漲。產生這種不同的原因在
於，在 2007/03-2008/02 的通脹階段，主要是經濟繁榮，需求旺盛推動的通脹，CPI 增速高於 PPI；
而在 2010/05-2011/07 的通脹階段，是全球貨幣寬鬆推動的通脹過程，國內的“四萬億”經濟刺激
計畫以及美國的 QE1、QE2 相繼推出，對全球大宗商品的價格刺激效用更強，PPI 增速高於 CPI。
通脹仍需邊走邊看。目前仍屬於貨幣寬鬆階段，但經濟基本面沒有明顯改善的背景下，由經濟好轉
拉動通脹快速上漲的可能性不大。放眼全年，宏觀調控今年注重 “區間調控、定向調控、相機調
控”，宏觀政策在“供給側改革”與穩增長之間左右搖擺，如果穩增長僅僅只是經濟托底而非強刺
激，則經濟全面通脹的可能性不大，部分產品的價格上漲不會向實體全面傳導。但如果經濟穩增長
演變成“強刺激”，那麼通脹的概率也會大大提高。近期物價上漲源於貨幣寬鬆、補庫存、穩增長。
前兩輪通脹，資源品彈性大於消費品。07 年和 10 年的兩輪通脹時期，證券市場表現都是偏上游的
採掘、有色等週期行業，以及具有抗通脹能力的消費類行業如食品飲料、農林牧漁、醫藥等表現較
好。消費品中，在當時的通脹階段投資者熱衷於選擇需求彈性比較低、具備漲價能力的高端白酒、
中藥、肉製品、乳製品等細分行業。但這一次的物價上漲與上兩輪不同，07 年和 10 年的通脹時期，
實體經濟需求旺盛，投資機會偏上游，上游資源品彈性更大。而這一輪價格上漲，實體經濟需求疲
弱，上遊行業產能過剩嚴重，相對而言下游消費品的供需結構更加合理，投資機會也將會更偏下遊。
這一次，下游消費品更優。雖然當前經濟也處於貨幣寬鬆階段，但 07 年、10 年經濟景氣度較高，
而目前全球經濟形勢低迷，國內經濟仍然存在下行壓力，這種背景難以支撐週期品價格的趨勢回升。
在前期報告《週期行業供需分析——供給側改革系列 3》我們也詳細分析過水泥、煤炭、有色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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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的供需情況，未來這些行業去產能過程仍需要經歷一段較長的時間，距離出清還早，嚴重的過剩
產能也將壓制這些產品價格反彈的高度。因此對於這輪物價上漲，建議選擇傳統行業中繼續選擇與
下游相關、並且供給難以短期快速增加的品種，如化工的維生素、印染、純鹼，農業的養殖，以及
食品飲料等，簡單概括為選 CPI 而非 PPI。偏下遊行業供需改善更明顯。這輪價格上漲，農業養殖
和化工中的維生素、印染價格趨勢上漲已經成為市場共識，未來可以關注新的漲價消費品如白酒、
中藥材等。
風險提示。海內外經濟政策波動。

大市導航
石油化工：煉化盈利創新高，印證石化景氣高點於 2016-2018 年出現
中國石化 2015 年煉化業務盈利創新高。2015 年中國石化煉油業務實現經營收益 209.59 億元，實現
扭虧的同時，盈利也大幅提升，僅次於 2009 年 230 億元的盈利水準。化工業務實現經營收益
196.82 億元，在扭虧的同時，所實現的盈利也僅次於 2011 年（化工業務實現經營收益 267 億元）。
中國石化 2015 年煉化業務合計盈利 406.41 億元，為歷史最佳水準，表明石化行業景氣度明顯向上。
進口原油均價大幅下降，化工成本優勢明顯。2016 年 2 月我國進口原油 3180 萬噸，僅次於 2015
年 12 月 3319 萬噸，為史上第二高的單月原油進口量。而進口均價方面，由於 2016 年 1 月國際原
油價格再次下跌，帶來我國 2 月的原油進口均價下跌，平均進口價格僅為 232 美元/噸（約 31.5 美
元/桶），折合人民幣進口均價為 1514 元/噸，為近年來的最低水準。
2016 年 2 月國際原油價格（32.48 美元/桶）雖然有所回升，但回升幅度僅為 5.8%，依然處於歷史
底部區域，我們預計 3 月原油進口均價依然處於較低水準。
行業景氣頂點有望在 2016~2018 年出現。在我們此前的深度報告《石化行業_深度報告：行業景氣
高點有望出現在 2016~2018 年 20140116》裡面我們曾提到，石化行業的景氣週期一般為 6~8 年，
我們認為石化行業前兩次景氣頂點分別出現在 2004~2006 年、2010~2011 年，下一次行業景氣頂點
有望在 2016~2018 年出現。
化工產品價差擴大。從乙烯-石腦油價差來看，在 2004~2006 年、2010~2011 年，這一價差分別達到
了階段性的高點。目前乙烯-石腦油價差在持續擴大，石化行業的景氣週期上行。此外，其他化工
產品原料價差也有所擴大。丙烯-石腦油價差、丙烯-1.2×丙烷價差、丁二烯-C4 價差從今年初至一季
度末分別擴大 44.97%、66.59%、128.90%。
國內烯烴裝臵檢修較多。近期較多煤制烯烴及烷烴脫氫制烯烴裝臵處於檢修狀態，總檢修產能超過
330 萬噸，從而帶來烯烴供應能力的下降。
3

美國乙烷脫氫裝臵多在 2017 年以後投產。目前美國仍有多套乙烷脫氫制乙烯裝臵處於建設過程中，
但以上裝臵多數要在 2017 年以後方能投產，不會帶來今年乙烯供應量的增加。我們認為乙烯在
2016 年全年都有望維持高景氣週期。
煉化裝臵開工率有所上升。自 2016 年以來，煉油裝臵開工率有所上升，2016 年 2 月國內成品油和
石腦油開工率分別為 79.31%和 78.45%，較 2015 年 12 月分別提高 2.68 和 3.02 個百分點。丙烯裝臵
開工率維持在較高水準，自 2015 年二季度以來基本維持在 70%左右。
重點關注上市公司。我們認為支持行業景氣度向上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1）低油價有
助於行業景氣度向上；（2）國內煤制烯烴裝臵停產檢修（330 萬噸）；（3）北美烯烴裝臵投產推
遲至 2017 年；（4）烯烴需求穩定增長。建議關注上海石化、衛星石化、中國石化、*ST 華錦等。
風險提示：原油價格持續下跌，化工產品價格大幅回落。

農業：生豬養殖行業龍頭企業發佈月度資料，顯示行業景氣持續，核心公司仍有配臵價值
內容：牧原股份 2016 年 3 月公司銷售生豬 16.9 萬頭，銷售收入 2.98 億元，平均單價 19.08 元/公
斤。溫氏股份 2016 年 3 月公司銷售生豬 140.21 萬頭，銷售收入 31.27 億元，平均單價 19.37 元/公
斤。
點評：我們對兩家公司的資料做了跟蹤分析。牧原股份 3 月出欄量同比增長 56%，一季度出欄量共
計 48.8 萬頭，同比增長 22%；溫氏股份 3 月出欄量同比增長 6.05%，一季度出欄量共計 410.89 萬
頭，去年同期為 352.38 萬頭，同比增長 17%。
牧原和溫氏的平均銷售價格分別為 18.17 元/公斤和 18.15 元/公斤，提升幅度分別為 54%和 49%。
牧原一季度出欄均重 102.4 公斤/頭，去年同期為 103.0 公斤/頭。溫氏一季度出欄均重 112.7 公斤/
頭，去年同期為 111.5 公斤/頭。我們判斷由於母豬存欄資料持續下降和環保壓力導致的補欄速度
較慢，預計全年豬價高位震盪，特別是上半年價格高企無憂，核心龍頭企業仍有較明顯的配臵價值。
風險因素：豬價波動風險。

建材：冀東水泥金隅股份停牌，水泥行業整合預期加速
冀東水泥、金隅股份、冀東裝備同時公告稱收到實際控制人通知，為深入貫徹落實國家京津冀協同
發展的戰略部署，積極回應中央關於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大氣污染防治、促進產業優化升級的
政策精神，唐山國資委正在與北京金隅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籌畫戰略合作，公司股票自 4 月 6 日起停
牌。
4

我們判斷上述戰略合作涉及冀東水泥及金隅股份整合。冀東水泥及金隅股份整合方案目前尚不明確，
我們認為冀東水泥由於市值偏大，賣殼的預期不明朗。但冀東水泥和金隅股份在京津冀區域合計佔
有 50%以上市場份額，強強聯合有望大幅改善區域市場格局。近期區域基建有所加速，疊加格局改
善，我們判斷後續京津冀水泥市場有望底部回升。
在京津冀一體化以及供給側改革大背景下，我們認為冀東水泥和金隅股份整合的快速推進有望加速
水泥行業整合預期。建議關注中材中建材合併帶來的旗下水泥業務整合預期、拉法基豪瑞合併帶來
的旗下中國區域內水泥業務整合預期，關注相關標的寧夏建材、祁連山、天山股份、華新水泥、四
川雙馬。
風險提示：整合進度不達預期，水泥跌價等。

汽車：“汽車界的蘋果時刻”到來
特斯拉發佈 Model 3，進行全球預定，第一天訂單 12 萬輛，一天半內訂單量 25 萬輛，三天訂單量
28 萬輛，起售價 3.5 萬美元（22.77 萬人民幣），預計 2016 年 8 萬輛，2020 年實現 50 萬輛，2025
年 100 萬輛。
第一，Model 3 預示了汽車行業的蘋果時刻，智慧汽車替代傳統汽車的大幕揭開，推動特斯拉產業
鏈的投資熱情；特斯拉真正配套關係的，除了松下電池產業鏈，臺灣富田電機最受益。
第二，鎖定智慧化方向，重大利好無人駕駛板塊，因為對比 Model 3 的 3.5 萬美元售價，帶來的最
重大差異化體驗就是自動駕駛模組，更智慧更安全更高效，成本低廉功能可靠；並且隨著自動駕駛
標配化，汽車網聯化完成，人類將完全從駕駛中解放出來；推薦亞太股份、金固股份、保千里、歐
菲光、得潤電子等，關注萬安科技。
第三，特斯拉繼續強化投資者電動化信心，電池成本下降性能提升效率提高，是確定性產業趨勢；
中長期把握中國 2016 年銷量主力將來自於乘用車、專用物流、分時租賃等機遇，推薦比亞迪、天
齊鋰業、滄州明珠、多氟多等產業核心標的。
第四，馬斯克強調未來 10-15 年，所有新車都將是自動駕駛汽車，1/3 將放棄汽車所有權，轉而使
用共用汽車服務。共用化正快速起步，更多產業轉型需要，更多產業資源到位，更多商業創新推動，
我們推薦共用化將成市場下一個風口，力帆股份、納川股份正步入高速發展的汽車共用跑道。
風險因素：產業發展速度不達預期，系統性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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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鐵：供需矛盾將觸發，看漲鋼鐵 30%
房地產和固定資產投資起來是核心邏輯。房地產投資與耗鋼密度高度相關，週期上也與鋼企盈利趨
勢也完全一致。鋼材庫存降無可降。整個產業鏈鋼材庫存都幾乎處於歷史低位。前三個月鋼材供應
欠帳嚴重。前三個月日均鋼材供應減少約 7.5%，但全年看需求應該略有增長。去年大虧使得產業
鏈各方訂單謹慎。部分小鋼企難以復工。目前鋼企盈利不錯，但小鋼企開工率比去年均值低 13 個
點，比去年同期低 24 個點，部分小鋼企或已難以復工，讓出市場份額。我們預計現存鋼企產能利
用率今年將提升 4 個點。鋼價繼續明顯上漲，鋼企盈利可持續有時。供需矛盾將觸發，料鋼價繼續
明顯上漲並帶動鋼企盈利繼續改善。
需求側好轉、供給欠帳、鋼價續漲、盈利繼續改善、鋼鐵指數前期跌幅較多是推薦邏輯。鋼鐵指數
看漲 30%。可以關注彈性大（噸鋼市值小或市銷比小）、絕對流通市值小、前期漲幅小、不會 st、
淘汰受益品種，同時避免偏遠地區鋼企。建議關注大冶特鋼、永興特鋼、柳鋼股份、新鋼股份、南
鋼股份、河鋼股份。礦業公司關注金嶺礦業。
風險提示：房地產投資可能會有較大波動。

電子：推薦汽車電子，特斯拉可能是汽車行業的蘋果
上周科技界最搶鏡的事件莫過於售價 3.5 萬美金的特斯拉 Model 3 於北京時間 4 月 1 日正式接受預
定，截止到 4 月 4 日，預定量已達 25.3 萬台，而這款車最快也要在 2017 年下半年開始交貨。目前
特斯拉每年的汽車銷量才 5 萬輛。
Model 3 的體積比 Model S 小 20%，提供單電機後輪驅動以及雙電機四輪驅動的選擇，0-96Km/h 加
速僅需 6.0 秒，整車續航超過 345 公里。擁有特斯拉自動駕駛系統、OTA 空中升級、遠端診斷、以
及 APP 聯接等功能。
特斯拉之所以讓人“著迷”，絕不僅僅因為更環保的新能源電池，因為從電力成本和充電方便性角
度看電動車都不足以讓人“瘋狂”。特斯拉最有價值的是包括它先進的自動駕駛系統在內的十足科
技感，是其區別於其他新能源車和汽油車的根本。
我們始終認為，以自動駕駛與車聯網趨勢為特點的汽車電子產業，有望接替智慧手機成為驅動電子
產業發展的下一個動力。
電子行業上一波投資機會來自智慧手機替代功能手機帶來的手機產業鏈重構過程，蘋果是這一波浪
潮中的主導者與“弄潮兒”。而電子行業下一波的大機會，我們認為可能是汽車從當前“代步”的
功能性向智慧化網路化方向發展，在這個發展過程中，汽車的電子化程度越來越高，汽車電子投資
機會是一個大金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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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前階段，我們認為特斯拉有可能成為汽車行業的蘋果，理由有：1）所處的行業大背景類似，
汽車行業當前所處階段很像手機行業在 2005~2010 年左右的階段，當時手機智能化的勢頭正起，而
且出現了一條大鯰魚——蘋果，憑藉其完美的用戶體驗，顛覆了整個手機產業，將手機智能化趨勢
推向高潮。而在當前階段，汽車行業的智慧化、網路趨勢也已經確立，而致力於最具創新力技術的
特斯拉的出現，為人們帶來最極致的駕乘體驗；2）任何行業都可能受限於傳統的利益與創新思路，
行業的顛覆者往往來自於新進入者，當年手機業的蘋果，如今汽車業的特斯拉都具備這樣的特點；
3）任何一個偉大的企業都需要一位元元富有遠見而又近似偏執的領導者，史蒂夫.約伯斯（Steve
Jobs）是卓越的高管，蘋果能夠相繼推出 iPod、iPad、iPhone、iTune 等驚世產品，而埃隆•馬斯克
（Elon Musk）的成功並不亞於約伯斯，創建的 PayPal、SpaceX 和 Tesla Motor 為他贏得了世界性的
聲譽。
所以，我們有理由期待特斯拉汽車為代表的自動駕駛革命的到來，汽車的電動化可以提供更簡化方
便的動力和操控結構，更適應電腦控制，汽車電子硬體是溝通汽車機械語言與 IT 語言的橋樑。
從投資角度看，汽車電子是電子行業的下一個大金礦。兩方面選股：1）關注特斯拉直接相關個股：
長信科技、鴻特精密等。2）自動駕駛大方向重點關注保千里，其是國內在自動駕駛領域進展最領
先的公司，主動安全系統產品在汽車的後裝、前裝都實現了重大突破，後裝在 2015 年已經實現 4
億的銷售，前裝已經獲突破，實現量產，有望帶動公司業務實現騰飛。
另外，法拉電子、勝利精密、歐菲光、得潤電子、金固股份、亞太股份等在汽車電子領域的佈局也
值得關注。
風險提示：大盤系統性風險、自動駕駛技術進步速度低於預期風險。

上海機場（600009）：流量增長、非航發展、投資收益均存較強向上預期差
航空主業穩步提升。2013 年-2015 年，上海機場運營業績持續加速增長業績穩步提升：飛機起降架
次增速由 2.6%上升到 11.7%，旅客輸送量增速由 5.1%提升至 16.3%。橫向比較來看，上海機場流量
水準已經明顯領先於北京、廣州、深圳等樞紐機場，甚至快於許多旅遊類機場。從今年春運情況看，
中國消費者選擇出境旅遊的目的地前三名是日本、韓國和泰國。
而上海一方面是第一大出境遊的出發地或中轉地，浦東機場國際旅客占比高；另一方面上海緊鄰日、
韓，浦東國際機場是前往日韓的首選。
迪士尼流量有望形成新的預期差。3 月 28 日迪士尼門票預售被“秒殺”，6 月迪士尼開園後流量聚
集效應預計十分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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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東京迪士尼的情況來看，2013-2014 財年“家庭遊”和“親子遊”的比例占到了 60%以上。上海
迪士尼樂園開幕有望成為最佳親子遊目的地。這點也和上海世博會有著明顯的差異，世博會的遊客
中有不少是到上海出差的商務旅客，而迪士尼商務旅客預計較少，休閒旅客佔據絕對優勢。
公司非航業務發展值得期待。公司 2015 年非航收入同比增長 6.56％，占比營業收入比例 49.2%。
其中，非航收入比重達到 59.2%。除了機場流量的穩定增長外，公司商業面積擴充潛力十足。目前
機場商業面積 3 萬平方米，相比設計面積 5 萬平方米仍有很大提升空間。
投資收益中期向上。公司 2016 年航油投資收益預計同比小幅上升。同時，廣告公司的投資收益繼
續保持穩定增長，去年實現利潤 3.11 億元，同比增長 2.3%。而增長主要來自德高動量在虹橋機場
行之有效的經營成果。德高動量已經開始進行外延式擴張，預計會帶來更多的業務增量。
風險提示。大盤系統性風險。

洲際油氣（600759）：全球收購，邁向大型國際化獨立石油公司
薦股邏輯：洲際油氣通過收購哈薩克斯坦馬騰公司及克山公司，發展油氣業務，在國家“一帶一路”
戰略的背景下，順利完成向油氣公司的轉型。本次非公開發行洲際油氣將繼續收購阿爾巴尼亞、俄
羅斯等地的油氣資產，進行全球化戰略佈局，並購視角國際化，未來公司油氣產量有望超過 700 萬
噸。公司在低油價階段進行油氣資產收購，隨著未來的油價的上漲，公司業績將大幅增加。
收購馬騰公司，向油氣領域轉型。公司於 2014 年 6 月完成對馬騰公司 95%股權的收購，從而進入
油氣領域，油氣業務成為 2014 年公司主要利潤來源。馬騰公司擁有原油剩餘可采儲量為 10750 萬
桶，且油氣區塊已經進入穩定開發階段，2012~2014 年其原油產量分別為 57.7、54.7、53.9 萬噸。
低成本收購克山公司，加快資源儲備。2015 年 3 月 26 日公司發佈《重大資產購買預案（草案）》，
擬購買克山公司 100%股份。克山公司擁有原油可采儲量為 11090 萬桶，此次收購的單位儲量收購
成本為 3.07 美元/桶。
國際化並購。2016 年 3 月 21 日公司發佈發行股份購買資產預案，擬收購班克斯公司 100%股權、
雅吉歐公司 51%股權、基傲投資 100%股權，其分別持有阿爾巴尼亞、俄羅斯、哈薩克斯坦的油氣
資產。
增產空間大，成為大型獨立石油公司。在本次收購完成後，公司油氣產量將有大幅增加，權益油氣
產量將接近 400 萬噸。通過未來的增產開發措施，公司油氣產量有望超過 700 萬噸。公司將成長為
國內領先的大型獨立石油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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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預測及投資評級。我們預計公司 2015~2017 年 EPS 分別為 0.01、0.02、0.35 元（按照本次非公
開發行全部完成後 41.64 億股測算）。按照 2017 年 EPS 以及 28 倍 PE，我們給予公司 9.80 元的目
標價，給予“增持”投資評級。
風險提示：公司資產收購進度不及預期；海外收購的政治風險；石油價格恢復不及預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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