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年 06 月 08 日

宏觀經濟
流動性觀察:5 月外儲微降，人民幣匯率暫穩
1.

外儲再現負增。今日央行公佈 5 月外儲餘額為 3.19 萬億美元，與 4 月份相比下降 279.6 億，連
續兩個月回升後再現負增長。

2.

主因估值效應。受美聯儲加息預期回升影響，5 月美元指數回升 3%，由估值效應導致的外儲
下降規模大約在 270 億美元，是外儲下降主因。儘管 5 月人民幣對美元貶 1.5%，但央行並未
大規模幹預，消耗外儲有限。

3.

資本流出壓力繼續緩解。剔除估值效應後，外儲變化很小。一方面央行已明確人民幣“收盤匯
率+一籃子貨幣匯率變化”定價機制，有助避免市場恐慌，另一方面跨境資本流動監管加強，
資本流出緩解。

4.

加息預期降溫，人民幣匯率暫穩。美國 5 月非農資料大跌眼鏡，6 月加息基本成空，國內央行
表態為聯儲加息做準備，人民幣有望暫時穩定。但耶倫講話表示不可過度解讀 5 月就業報告，
意味著 7 月加息可能仍不能排除，匯率波動可能再現。

策略：中國式去產能去杠杆時，增長和盈利 L 形——以 1990 年代末為例
核心結論：①2016 年與 1998 年有相同的境遇：GDP 增速連續幾年回落，企業產能過剩、杠杆高企。
②1990 年代末，去產能時財政積極，政府和地產投資增長對沖民間投資下降，去杠杆時貨幣偏松，
政府加杠杆和債轉股化解企業高杠杆。③此階段經濟增長和企業盈利 L 形震 蕩築底，2001 年後隨
著出口和地產產業鏈爆發走向 U 形。
2016=1998：相似的境遇。（1）經濟下行，發展受阻。93 年底為打擊投資過熱，政策收緊，疊加
97 年東南亞金融危機，GDP 同比增速從 93 年高點的 15.4%開始下降，至 99 年最低跌至 6.7%。固
定資產投資完成額累計同比從 93 年高點的 64.2%一直下跌，在 97 至 99 年構造 W 型底，最低增速
為 5.5%，工業增加值同樣從前期高點的 25%以上下降至 98-99 年的 7%
附近。如今，GDP 同比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工業增加值均回落至 98、99 年的水準，目前與 1998 年
擁有相似的境遇。（2）產能過剩，杠杆高企。90 年代末期，企業產能過剩如紡織、家電行業，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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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盈利能力下滑，杠杆高企，全部 A 股的 ROE 從 93 年的 18%逐步下行至 98 年的 9%左右。如今煤
炭、鋼鐵等行業產能過剩，企業盈利能力同樣下滑，杠杆率也較高。
1990 年代末，去產能去杠杆時經濟增長 L 形。（1）我國政府面對經濟下行、產能過剩、杠杆高企
等一系列問題，推行了一系列宏觀調控政策，包括政企分家、企業兼併重組、債轉股等，實現了企
業去產能、去杠杆，98-01 年我國 GDP 增速走出“L”形。（2）去產能時，政府投資和地產投資增
長對沖民間投資下降。在企業去產能、降投資的過程中，政府部門
增加基建投資來拖底經濟，運輸郵電通信業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在 97-99 年出現了大幅增長。此外，
98 年開始我國房地產投資增速逐步增加，從 97 年的-1.2%增加到 01 年的 27.3%，一定程度上也對
沖了民間投資的下降。在政府投資和房地產投資拖底的情況下，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在 97-99 年構建
W 底，同期 GDP 增速也構建 W 底。如今，政府增加投資再次對沖民間投資的下降。（3）去杠杆
時，政府加杠杆和債轉股化解企業高杠杆。99 年開始企業通過債轉股等方式去杠杆，同時政府加
杠杆用以支撐經濟的穩定，公共財政支出同比從 97 年下半年開始上漲，到 2000 年初達到頂峰，財
政赤字率也從 97 年的 0.7%攀升到 2000 年的 2.5%，政府部門債務占 GDP 比重也逐年增大，97 年為
25%，01 年已經漲至 35%。
為支援企業去產能、去杠杆，政府加杠杆、加投資，央行始終保持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如今，從
財政赤字率的上漲以及其他存款公司對政府債權增速的大漲可以看出，政府已經在有意地加杠杆來
對沖企業去杠杆的過程，貨幣政策也始終寬鬆。
企業盈利震盪築底，新產業驅動經濟走向 U 形。（1）企業盈利震盪築底。通過此前一系列宏觀調
控措施，企業主營業務收入利潤率從 98 年開始築底，至 2000 年回升至 5.18%，工業企業利潤總額
同比在 98-00 年大幅增加，全部 A 股的 ROE 在 98-01 年構建 W 底。如今，隨著改革的推進，由於
去產能、去杠杆的第二產業占比下降，經濟也將走出“L”形。（2）新需求給經濟帶來全新驅動力。
90 年代末期開始，出口和地產作為當時的新興行業成為經濟發展的新驅動力，驅動經濟走成了“U”
形。如今，靜待智慧製造等新興產業發展壯大，以推動經濟從“L”形向“U”形轉變。
風險提示：供給側改革過程中經濟增速大幅回落。

資產泡沫，通貨膨脹與本幣貶值——各經濟體貨幣超發經驗研究
貨幣超發會有什麼後果？二戰以來，以美國、日本為代表的發達國家，以韓國、中國臺灣為代表的
亞洲新興經濟體，以及以巴西、阿根廷為代表的拉美國家，都曾經歷過貨幣超發。本報告中，我們
回顧其經驗並進行了總結。
發達經濟體：貨幣高增引發滯脹，推升通脹和資產價格。70 年代初期，主要發達經濟體經濟增速
整體下行。為了刺激經濟企穩，各央行大量增加貨幣供給，導致貨幣超發。其後果一是通脹短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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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飆升，二是房價長期高增。期間黃金和石油等商品價格表現強勁，而股票、債券市場則表現疲軟。
08 年金融危機後，為刺激經濟企穩，美日歐紛紛推出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貨幣增速持續高於經
濟增速，但經濟幾無增長，過剩的流動性滋生了金融市場的大泡沫。15 年年中以來，隨著美國加
息預期、人民幣匯率動盪等因素刺激，全球股市開始大幅調整，過剩資金又開始流入商品市場。而
因為有 90 年代日本地產泡沫破滅和 08 年美國次貸危機的前車之鑒，此輪貨幣寬鬆並未引發流動性
大批量進入房地產市場。
韓國、中國臺灣：貨幣超發催生泡沫，通脹貶值相繼而來。60-70 年代，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依靠
投資和出口拉動實現了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由於投資主要依賴於信貸，貨幣供給保持高增速。但
80 年代末韓、台經濟進入轉型期，增長中樞下行。而貨幣當局仍試圖用積極貨幣政策托底經濟，
導致 M2 增速遠高於 GDP 增速。其後果首先是引發了巨大的股市和地產泡沫，三年間韓、台股市翻
了十倍以上，88 年臺灣房價接近翻番。而後貨幣當局收緊貨幣泡沫破滅，過剩流動性“脫虛入
實”，造成 90 年代初的通貨膨脹。長期貨幣超發和通貨膨脹帶來貶值壓力，而外債問題則成為最
後一根稻草，最終導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韓幣、台幣大幅貶值。
拉美國家：印鈔融資貨幣失控，惡性通脹本幣貶值。80 年代，拉美國家經濟停滯，財政赤字進一
步惡化，發行貨幣成為主要的政府融資手段。政府毫無節制地通過印鈔進行融資，令拉美主要國家
在整個 80 年代均處在貨幣供給失速的狀態中。
而過量貨幣則引發拉美“超級通脹”，巴西和阿根廷分別在 1990 年和 1989 年經歷了約 3000%的
CPI 同比增速水準。失控的超級通脹導致資本外流，貨幣持續貶值。為抗擊通脹，拉美國家選擇了
高估本幣的政策。但高估匯率令拉美國家本已脆弱的出口競爭力進一步遭受毀滅性打擊，加之遭受
國際市場攻擊，最終巴西和阿根廷不得不放棄干預，大幅貶值。而惡性通脹最終導致房地產市場的
美元化，使得房價易受外匯政策的衝擊，持續缺乏活力。
總結：貨幣超發代價重重，改善經濟仍靠改革。上述各經濟體普遍是在經濟低迷時期超發貨幣，試
圖刺激經濟，但都未能如願。而超發的貨幣使得各類資產價格上漲，引發通貨膨脹、金融資產價格
泡沫，以及本幣貶值。其代價則是居民財富縮水、經濟進一步受挫，甚至引發金融危機。80 年代
美國和英國分別採用減稅和國企改革走出衰退，而韓國也依靠國企改革重振經濟。但拉美卻飲鴆止
渴，錯失產業結構升級時機，仍陷衰退泥潭。這意味著，貨幣超發無助於改善經濟，只會推升物價
或者資產價格，代價重重。改革必然帶來陣痛，但卻是提升經濟體質的華山一條路。長痛還是短痛？
這是一個選擇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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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市導航
有色金屬：稀土國儲會議今日召開
據南交所稀土產品交易中心報導，稀土國儲會議今日在北京召開，上午為國儲動員會，下午進行稀
土國儲招標，參與此次招標的是中國鋁業、廈門鎢業和贛州稀土三大集團。本次國儲或將收儲約
15500 噸稀土氧化物，總數量為商儲的三倍，收儲產品將與商儲相同，單一產品收儲量和具體分批
情況目前未知。
根據今年此前兩次稀土商儲以及第三批商儲相關資訊，今年稀土商儲收儲量約為 5200 噸，分 4 月、
5 月、8 月分三批收儲，目前第一批商儲已經完成。從南交所稀土產品交易中心得到的回饋顯示，
大家對於此次國儲會議能否確定下最終收儲量及收儲價格普通信心不足。對於稀土價格，收儲是短
期影響因數，打黑是長期影響因數。後續我們會繼續緊密跟蹤這兩方面的進度。
風險提示：系統性風險。

宋都股份（600077）：加碼健康產業轉型，連續成立產業基金
牽手達仁資管（新三板：831639），5 億投入設立健康產業基金。基金一期已投亦伴資訊（軟體和
資訊技術研發，立足遠端親情關愛服務）、貴州威門藥業（中藥的研發、生產和銷售，新三板：
430369）。
健康產業連續加碼。除已收購的金溪生物（研發並商業化“第三代化學發光免疫檢測試紙條”）外，
企業已牽手若沐知藏投資（法人張鐸，以色列著名英飛尼迪投資集團醫藥項目前負責人），設立 3
億元健康產業基金。
雙主業有序推進。公司已完成員工持股計畫（均價 5.4 元，累計買入 4997 萬股）。近期連續加大新
產業投入，有利轉型升級。目標價 6.8 元，給予“買入”評級。
風險提示：行業復蘇不達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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