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年 05 月 04 日

宏觀經濟
4 月弱於歷史均值，需求不強——PMI 指標監測景氣
核心結論：
1、4 月 PMI 為 50.1%，較 3 月下降 0.1 個百分點，歷史均值為上升上漲 0.6 個百分點。2、PMI 回落
主要源於新訂單與庫存指數下降，貢獻-0.12 和-0.08 個百分點，說明需求不強，前期庫存回補持續
性不強。3、當月 PMI 高於歷史均值且趨勢向好的行業有：石化、有色、鋼鐵、化纖橡膠、專用設
備、醫藥。
PMI 短期回落，弱於歷史均值。PMI 指數繼 3 月重回 50%後，4 月繼續在擴張區間，但較 3 月下降
0.1 個百分點至 50.1%。
05-15 年 4 月 PMI 均值 54.4%，較 3 月平均上漲 0.6 個百分點，這次弱於歷史均值。PMI 季調趨勢呈
現 15 年中來的震盪築底形態。
PMI 回落主要源於新訂單與庫存指數下降。4 月新訂單指數較 3 月下降 0.4 個百分點至 51.0%，貢獻
-0.12 個百分點，5 個分類指數中降幅最大，顯示需求仍較弱。原材料庫存指數經前兩個月回升後，
4 月較 3 月下降 0.8 個百分點至 47.4%，貢獻-0.08 個百分點，說明前期庫存回補為短期現象，持續
性不強。生產指數較 3 月下降 0.1 個百分點至 52.2%，貢獻-0.03 個百分點，生產動力變弱。從業人
員指數較 3 月下降 0.3 個百分點至 47.8%，貢獻-0.06 個百分點，用工量有所減少，與生產指數趨勢
一致。供應商配送時間指數較 3 月下降 1.2 個百分點至 50.1%，貢獻 0.18 個百分點，緩衝了 PMI 降
幅。
對於各細分行業，對比行業當月 PMI 和歷史同期均值水準以及 PMI 季調趨勢，判斷行業景氣的變
化，如下：
景氣向上趨勢的行業有：石油加工及煉焦業、有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
工業、化學纖維及橡膠塑膠製品業、專用設備製造業和醫藥製造業。
景氣平穩趨勢的行業有：化學原料及化學製品製造業、金屬製品業、電氣機械及器材製造業、電腦
通信電子設備及儀器儀錶製造業、農副食品加工業、紡織服裝服飾業。
景氣向下趨勢的行業有：非金屬礦物製品業、通用設備製造業、汽車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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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提示：PMI 指數刻畫的景氣情況源於調研資料，與實際的供需可能有偏差。PMI 行業分類與 A
股行業分類有偏差。

大市導航
農業：行業盈利大幅增長，繼續超配，優先配臵飼料和禽鏈
67 家農業上市公司 2015 年收入和歸母淨利潤分別為 3224.7 億元和 150.4 億元，同比分別增長 4.0%
和 68.7%（若剔除體量較大的溫氏股份，則行業 2015 年收入和淨利潤增速分別為 0.8%和 41.4%）。
2016Q1 收入和歸母淨利潤分別為 693.8 億元和 62.21 億元，同比分別增長 6.5%和 268.4%（剔除溫
氏股份則分別為 0.3%和 181.1%）。盈利增速位於全市場前列，建議投資者繼續超配。現階段，我
們建議佈局飼料。在母豬和生豬存欄量開始回升和主要原料玉米和豆粕價格走低的背景下，飼料企
業二季度銷量會有明顯改善，毛利率仍有提升空間。下游規模化豬場的擴張速度明顯加快，那些更
看重服務、前端料占比更高的飼料企業回升的速度會更快，推薦海大集團和大北農。另外，由於祖
代雞進口受限，禽鏈價格上漲確定，建議投資者不要過多的糾結於短期價格波動，耐心持有，更推
薦靠近消費端的聖農發展。
風險提示：宏觀經濟下滑，農產品價格大幅下跌。

醫藥與健康護理：弱市求穩，追逐產業趨勢
海通醫藥 5 月視點：在醫藥行業整體增速處於低位、醫藥估值處於高位的大背景下，我們認為
2016 年將是板塊加速分化的一年。我們建議從以下三大角度選股：一類是行業邏輯清晰、趨勢明
顯的領域，如處方藥外流、血製品漲價+提量、CRO 領域整合；第二類是受醫保控費影響較小、行
業具有較大成長空間的細分領域，如：創新藥、製劑出口；第三類是順應醫保控費大趨勢的細分領
域，如：藥品福利管理（PBM）、分級診療、協力廠商檢驗、醫生集團。短期來看，在大盤走勢仍
不明朗的情況下，在年報、一季報披露結束後，首先配臵業績好、有估值支撐的成長性標的，再根
據行情適時搭配高彈性標的。
政策層面。國務院辦公廳正式印發《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 2016 年重點工作任務》，“三明模式”
和兩票製成為 2016 年醫改重點工作。“三明模式”將在安徽、福建等醫改試點省份推廣，兩票制
將在 8 個醫改試點省份實施。這標誌著“三明模式”在國家層面獲得肯定。“兩票制”的實行將有
效減少藥品從藥廠到醫院的流通環節，不僅提高了效率，也保證了用藥安全。傳統的代理銷售制的
模式也將受到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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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層面。4 月份醫藥板塊漲幅前 20 名公司有海虹控股、金河生物、雙鷺藥業、智飛生物、瑞康
醫藥等。
海通醫藥 4 月月度組合表現。海通醫藥的 2016 年 4 月月度組合：華蘭生物、愛爾眼科、嘉事堂、
泰格醫藥、魚躍醫療、片仔癀、華海藥業、恒瑞醫藥（排名不分先後）。當月漲幅 1.98%，同期醫
藥指數下跌 1.89%，跑贏醫藥指數 5.85 個百分點。
未來建議繼續超配醫藥板塊，給予“增持”評級。投資領域方面堅持血製品、泛醫療服務、醫藥商
業轉型、創新藥和製劑出口四大主線。
海通醫藥 5 月組合。建議選擇業績有支撐，成長性優良的標的，5 月組合為華蘭生物、愛爾眼科、
嘉事堂、泰格醫藥、魚躍醫療、片仔癀、京新藥業、老百姓（排名不分先後）。
風險提示。政策多變期，板塊估值波動和內部分化仍將繼續；市場風格可能轉換的風險。

資訊科技服務：不追風，扎實的基本面個股研究貢獻真正收益
展望 5 月份，目前電腦板塊估值接近歷史平均水準，不過我們並沒有看到導致電腦板塊大幅上漲的
因素出現，因而建議對扎實基本面個股的配臵，不追風，選擇符合產業大方向標的。
扎實基本面研究貢獻真正受益
我們在 3 月 7 日第 9 期週報建立類比組合時放了 5 檔股票，長高集團、華宇軟體、東方網力、綠盟
科技、網宿科技，這些個股的特點就是基本面扎實，符合產業大方向，如網路安全、人工智慧、企
業級 SaaS 等，起初給市場的印象就是相對比較“面”。但就是這幾隻比較“面”的個股，目前組
合取得了 18%的收益率（同期 SW 電腦指數漲幅為 9%）。所以今年，不追風，扎實的基本面個股
研究可貢獻真正的實際收益。
一季報披露完畢，偏好收入高增長標的
電腦行業一季報逐漸披露完畢，業績的快速增長勢頭依舊保持，個別優質企業的收入增速超預期，
給我們驚喜，比如中科曙光、綠盟科技、網宿科技等。我們偏好收入快速增長的公司，這反應了市
場需求和公司競爭力，謹防利潤增速顯著大於收入增速的公司。
5 月看好 IT 安全、人工智慧、智慧駕駛、企業級 SaaS
目前市場對電腦板塊依然有興趣，但一個普遍的問題是沒有新的主題和方向，因而也相對缺乏新增
持倉的動力，4 月漲幅居前的主題為企業級 SaaS、人工智慧、金融資訊化、無人駕駛，與我們把握
產業大方向吻合，5 月份 IT 安全、人工智慧、智慧駕駛和企業級 SaaS 仍然是我們最看好的幾個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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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組合：千方科技、中科曙光、光一科技、綠盟科技、贏時勝、北信源、廣電運通、東軟集團、
長高集團、中科創達。
風險提示：市場波動風險。

有色金屬：產業冰點，樂觀前瞻
盈利綜述：產業普虧，倒逼供給側改革。從 2015 年報和 2016 年一季報情況看，盈利能力最強的當
屬新能源汽車鋰電板塊。其他金屬品種中，除了貴金屬、銅和加工股外，其餘的產業的經營能力已
經達到冰點；寡頭礦企普虧成為典型特徵。
而業績出現明顯向好反轉的標的包括：安泰科技、雲海金屬、天通股份、紅宇新材。此外，一些加
工股呈現出估值不斷下移局面，包括利源精製、海亮股份、銀河磁體、博威合金、明泰鋁業、鴻達
興業、橫店東磁和豫金剛石。
從中報預報情況看，橫店東磁、海亮股份、利源精製業績穩健。而鴻達興業、雲海金屬、天通股份
在上半年盈利情況預計仍較優。
貴金屬：短期震盪，中長期堅定看好。我們認為美國本輪加息週期的維持時間將較短，且力度較弱。
因此，加息對金價的利空影響將會十分有限，並且影響時間較短，加息利空出盡後金價有望迎來新
一輪牛市。
基本金屬：基本面最佳的是鋅、鋁、鎳。邏輯在於長期疲弱價格導致供給端縮減，而下游需求沒有
想像的惡劣。超預期的資料是 2016 年 1 季度中國主要有色金屬產量資料同比下降，這是 2008 年以
後的首次回落，顯示供給側改革在產業界扎實進行。
稀有金屬多數止跌，鋰、稀土、鎢、銻、鎂表現亮眼。碳酸鋰受益於新能源汽車產業爆發式增長，
產銷兩旺，價格持續走高，2016 年上半年價格有繼續上漲動力，下半年需觀測供需增長對比；稀
土、鎢、銻、鎂這些中國產量占優的品種在長期價格疲弱背景下，供需趨於改善，而收儲因數成為
上漲催化劑。鍺受投資性需求減少拖累，價格出現明顯回檔，近期降勢放緩。
新興產業：軍工和新材料。航空鈦材和高溫合金（發動機）是軍工領域確定性最強的材料應用。而
3D 列印和石墨烯是新材料領域離不開的話題。從 2015 年底到 2016 年初超預期點是不少企業收購
的石墨烯資產不少出現了明顯盈利，這個新興產業發展速度可能會超預期。
不確定性分析：當前經濟處於底部，需求是否能夠持續好轉成為板塊投資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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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規提醒：自營（約定購回式證券交易專用證券帳戶）持有【002002 鴻達興業】超過總股本 1%，
依據《發佈證券研究報告暫行規定》、公司《資訊隔離牆管理辦法》，應在證券研究報告中向客戶
披露本公司持有【002002 鴻達興業】的情況。

有色金屬：供給側改革跟蹤：一季度產量同比下降
據國家統計局一季度資料顯示，全國十種有色金屬產量 1206 萬噸，同比下降 0.4%，2015 年同期為
增長 7.7%。電解鋁產量 734 萬噸，下降 2%，2015 年同期為增長 7.4%；銅產量 199 萬噸，增長
8.5%，增速同比回落 5.9 個百分點；鉛產量 93 萬噸，下降 5.8%，降幅同比收窄 0.9 個百分點；鋅
產量 145 萬噸，下降 1%，2015 年同期為增長 14.4%。氧化鋁產量 1435 萬噸，下降 0.5%，2015 年
同期為增長 15.3%。供給從以往的增速下降變成絕對值下降，長期價格疲弱配合政策導向，供給側
改革一步步前行。
不確定因素：執行力度不達預期。

電氣設備：四部委徵集意見，擬制定充電新國標執行辦法
1、據報導，目前四部委正向各方徵集意見，擬制定充電新國標執行辦法。新車新樁執行、舊車舊
樁改造、檢測認證機制等，成為本次意見徵集的核心內容。
2、充電產業發展問題，且行且擊破。2015 年末，新版電動汽車充電介面及通信協定 5 項國家標準
發佈，實際情況來看，車樁企整改進度尚有提升空間，源於執行監管、改造成本等多方面因素。此
番四部委擬推執行辦法，意在解決現存問題，或將進一步明確改造時間表，提升改造推行力度，提
升充電相容性，加速充電產業發展。
3、產業投資大年，推薦核心標的。電動車充電產業投資步入爆發期，能源局規劃 2016 全年投資
300 億元，其中國網投資 50 億元。關注設備、運營重點標的-和順電氣（國網新晉中標企業）、萬
馬股份（充電運營核心標的）、中恒電氣（國網招標民企上市公司龍頭）、科士達等。
風險提示：行業競爭風險。

公用事業：2015 年火電板塊年報點評
歸屬淨利潤分析：2015 年，27 家火電公司歸屬淨利潤增速平均為 3%，慢於 2014 年增速 12%，扣
非後歸屬利潤增速平均為 1%、與 14 年基本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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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持續改善的主要原因依然是燃料成本的下降，增速慢於 14 年增速的主要原因為宏觀經濟下行、
經濟結構的調整，導致電力需求低迷，以及電價的調整。2016 年 1 季度，27 家火電公司歸屬淨利
潤增速平均為-10%，扣非後歸屬利潤增速平均為-1%，低於 2015 年全年的利潤同比增速，低於 15
年 1 季度同比增速，主要原因為用電量持續低迷且 16 年一季度火電標杆上網電價再次下滑。
收入分析：整體收入同比下降，主要受 15 年來兩次電價下調以及電力需求低迷影響。
2015 年，27 家火電公司營業收入增速為-9%，營收增速較快的為金山股份（+55%）、申能股
（+13%）、廣州發展（+9%）、深南電 A（+9%）、豫能控股（+9%），主要都是新投產機組貢獻
（其中金山股份收入增長由於鐵嶺公司資產注入，裝機規模增長 82.75%，申能股份主要來自於售
氣與售煤業務增長）。2016 年 1 季度，27 家火電公司營業收入同比下降-14%，降幅大於 15 年收入
降幅。
15 年與 16 年火電公司收入下降，一方面受用電需求低迷影響，15 年火電發電量同比下降 2.8%，
16 年 1-3 月火電發電量同比繼續下降 2.2%，第二方面因為降電價，2015 年 4 月與 2016 年 1 月發改
委兩次下調火電發電上網電價，兩次疊加電價下調幅度達 10%以上。
盈利能力分析：收益度電燃料成本下降，毛利率仍在提升當中。
2015 年，27 家火電公司綜合毛利率平均為 26%，同比上升約 3 個百分點，煤價下滑帶來的燃料成
本下降仍然是毛利率提升的主要原因，15 年全年煤價（秦皇島環渤海 5500K 煤）下降 28.84%。毛
利率最高的依次是建投能源（41%）、豫能控股（37%）、贛能股份（37%）、華電國際（34%）、
京能電力（34%）。毛利率同比升幅最大的依次是深南電 A（+30%）、豫能控股（+10%）、長源電
力（+8%）、贛能股份（+5%）、華銀電力（+8%）。2016 年 1 季度，毛利率仍是 26%，與 15 年全
年持平。
全社會用電量穩健增長，第三產業與居民用電比重持續加溫。
2016 年 1-3 月，全國全社會累計用電量 13524 億千瓦，同比增長 3.2%，較去年同期 0.82%的同比增
速顯著增加。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用電量均同比上升，其中，第一產業用電量 184 億千
瓦時，同比增長 7.84%；第二產業用電量 9291 億千瓦時，同比增長 0.15%；第三產業用電量 1940
億千瓦時，同比增長 10.94%；城鄉居民生活用電量 2108 億千瓦時，同比增長 10.84%。
火電基本面平淡，關注供給側改革。
在用電量增長一般、電價持續下降，煤價企穩的背景下，火電基本面相對平淡。值得關注的是火電
供給側改革，能源局暫緩核准建設電力盈餘省份煤電項目，並擬開展煤電企業可再生能源配額考核
工作。火電企業利用小時數進入見底期，轉型綜合性能源供應商趨勢抬頭，行業最黑暗的日子快要
度過。建議關注業績築底、定增價作為安全邊際個股，如建投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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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提示：經濟波動帶來用電需求增速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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