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年 06 月 13 日

宏觀經濟
英國退歐預警，短期安全至上
黃金大幅反彈，歐洲股市大跌。上周歐洲股市大跌，美日股市盤整，韓印等新興市場漲跌互現，石
油、工業金屬和農產品漲多跌少，黃金大幅上漲，中國股市債市穩定。
英國退歐預警。上週一項民調結果顯示 55%的受訪者支持英國退出歐盟，為開展民調以來支持退歐
的人數比重領先最大的一次。而全球最大博彩公司之一威廉希爾將英國退歐賠率從 1 賠 2.75 下調
至 1 賠 2.2，留歐賠率從 1 賠 0.29 上調至 1 賠 0.36，隱含的英國脫歐概率約為 30%。退歐風險升溫
導致英鎊、歐元下跌，美元上漲，歐洲股市大幅下跌。
經濟緩中有穩。5 月中國出口增速降幅擴大至-4.1%，其中對多數經濟體出口增速回落，反映外需依
舊低迷。5 月進口增速同比下降-0.4%，比 4 月的-10.9%大幅收窄，反映內需有所改善。而自香港進
口激增則部分反映持續的資金流出風險，也使得進口改善略有高估。
通脹短期回落。5 月 CPI 小幅回落至 2%，主因菜價季節性回落。但豬價、油價仍在上行，央行工作
論文上調 CPI 全年預測至 2.4%，通脹風險依然未消。5 月 PPI 回升至-2.8%，預測 6 月 PPI 回升至2.5%，工業價格有望繼續改善。
貨幣保持穩健。5 月物價雖短期回落，但如果 5 月信貸高增，通脹上行風險依然未消。而英國退歐
風險升溫推動美元走強，導致人民幣貶值壓力增大，意味著貨幣政策寬鬆空間有限，仍將維持穩健。
短期安全至上。美國 2016 年以來新增就業不佳，反映的是美國經濟低於預期。而英國脫歐風險的
上升，反映的是經濟下滑背景下貿易保護主義傾向增加，反而會加劇全球經濟下滑的風險。而即便
美國加息延後，也只是央行繼續朝市場注水，無益於解決經濟增長問題，反而助推了油價和糧價的
上漲，增加了滯脹風險。短期建議安全至上，以黃金和現金等安全資產為主展開配臵。

震盪的小山坡
①宏觀和產業週期角度看市場中期趨勢：熊市主跌浪已經結束，步入存量資金博弈的震盪市。短期
進入震盪市中爬小山坡階段。②短期反彈主邏輯是創新，5 月 30 日全國科技創新大會是個起點，
國企改革如推進將增添新力量，期間海外因素會有些干擾。③20-30 倍 PE 白馬成長股為底倉，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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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倍高成長股做波段，如新能源/智慧汽車、體育娛樂等，主題關注國企改革中資產注入和殼價值
類公司。
風險提示：系統性風險。

大市導航
鋼鐵：巡視組回饋鋼鐵國企問題或是提振鋼鐵板塊機會
前期支撐板塊的邏輯弱化。前期需求起來疊加供給短缺使得鋼鐵明顯跑贏大盤，但現在供給起來，
創歷史新高，對鋼企利潤仍繼續有壓力。而同時，需求漸入淡季，且三季度需求因權威人士講話而
蒙上陰影，使得前期鋼價和股價上升的邏輯弱化。
沒必要過分悲觀。由於提高期貨交易費、權威與發改委人士講話，使得鋼價鋼股幾乎跌回起點，利
空基本釋放完畢，沒有必要對鋼鐵股價過度悲觀。
短期中期仍有機會。短期機會來自鋼企虧損後去庫再補庫的交易性機會，但可能相較 3 月 4 月份力
度弱化。而中期較大的機會則來自供給側改後後的產能淘汰，預計未來兩年可能淘汰達 5000 萬噸
以上的產能，相當與 2015 年底 2016 年初因虧損而停產的產能規模，但這次淘汰是不可逆的、不可
複產的，一旦鋼價起來預計也將可以持續更長時間的行情，對股價的支持也是更可持續的。
不確定性分析：下游需求疲弱。

煤炭：發改委推進供給側改革不夠有力，預計後續加快推進供給側改革，煤炭有望受益
煤炭行業供給側已有的措施包括：1、276 天產能縮減 16%，2、去產能 5 億噸+減產整合 5 億噸，3、
1000 億補貼解決職工轉型，資金不夠還可以增加。主要任務：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杆，減成本，
補短板。57 億噸產能對應目前價格有效產能預計不超過 50 億噸，去產能 5 億噸，各省市可能超至
6-7 億噸，減產 16%意味著減少 8 億噸產能，我們認為這些去產能措施兌現以後，煤炭行業有望扭
轉產能過剩的狀況，回到正常的盈虧水準上來。
中央巡視組說發改委政策不夠有力有幾種可能：1、減產 16%的政策執行不力，國企減產，民企超
產，國企沒有得到供給側改革應有的效益。2、降成本一直沒有具體動作，儘管資金已經到位，企
業卻一直沒有落實減人的政策，3、減產 5 億噸的政策目前並沒有看到實際統計資料的效果，也沒
有具體補貼的效果，企業更多是將虧損資產剝離給集團而已，產能並沒有消失。此次巡視組指出了
很多部委的問題，卻一直沒有說明具體根本問題和應該做的改變。我們無法猜測具體可能的改革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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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唯一能確定的是將有利加快推進供給側改革，具體上說，我們前面提到進度較慢的三點都有改
變的可能。
關注：西山煤電，上海能源，冀中能源，兗州煤業，盤江股份，潞安環能，中煤能源。
不確定性分析：政策執行力度低於預期。

有色金屬：寫在稀土國儲招標流標之後
先簡單回顧一下此輪稀土上漲行情原因。2010-11 年大牛行情後，稀土板塊幾乎沉寂了 4 年，年初
至今在供給側改革、收儲、打黑三重預期下板塊爆發（3 月以後至今股價漲幅約 70%）。反觀這次
和前幾次行情異同點：此前“狼來了”的大邏輯沒有變，最大的區別就是商儲的行動和打黑預期增
強。
稀土除了供需之外，收儲、打黑是不得不考慮的因素，每年區區 200 億年產值的礦產融合了六大集
團（生產主體）、國土資源部（管礦產）、工信部（管冶煉）、發改委（管收儲）、商務部（管出
口）和公安部（管打黑）。因此說稀土是最具博弈性質的金屬品種並不為過。
關於收儲可以快速改變金屬價格的邏輯不再重複，此前週報已經明確梳理了具體的預測量和每年配
額量。1.5 萬噸的國儲屬於十二五規劃內容，招標流標後大概率還會進行新一輪的招標。由供給端
提振本質上是超跌反彈的邏輯：價格低於成本停產，相應地價格回升成本以上就會複產；因此希望
通過供給端提振價格快和猛是很重要的元素，時間拖越久行業整合越棘手。
按照以往收儲和其它品種收儲的經驗，第一次流標後應該在近期會啟動第二次國儲招標事宜。作為
產業密切跟蹤者，當然希望收儲順利且在供給側改革的大背景下步入快速提振價格的良性迴圈。
除此之外，鈷是未來下游景氣確定性最強的品種，近期金屬價格疲弱壓制股價，實則較好加碼佈局
時機。相關個股：洛陽鉬業、華友鈷業和格林美。
最後值得提醒的是基本金屬和新材料方面投資機會。近期基本金屬走勢較為強勁，而在全球需求沒
有強刺激的背景下，大概率屬於反彈行情。對比股價，鋅的金屬價格和股價有較高的剪刀差，因此
有一定的補漲空間。新材料方面的動態是近期十三五新材料規劃細則有望出臺，石墨烯和 3D 列印
板塊預計還有一定主題投資空間。
不確定性分析：政策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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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繼續加大去產能和去庫存，通過環保設施的改造升級，提高生產的品質和效益
化工行業供給側改革將更多體現在去產能和去庫存上，以及通過環保設施的改造升級，提高生產的
品質和效益。
在供給側改革的作用下，化工行業的競爭格局有望迎來較大改變，中小企業由於盈利下滑、融資困
難和環保設施的落後，將面臨逐漸淘汰的命運；而龍頭企業有望憑藉資本實力和先進生產設備，充
分受益環保要求提高，並通過並購和擴產擴大市場份額，行業集中度迎來提升。
具體來看，通過梳理我們認為維生素和印染行業將有望率先受益供給側改革。（1）VB5、VA 價格
上漲週期一年以上，下游需求較好，積極推薦億帆鑫富、新和成、金達威，關注浙江醫藥。（2）
印染行業未來 2 年處於去產能大週期，印染漲價會貫穿 16 年全年，大力推薦航民股份。
風險提示。政策風險。

資訊科技服務：是不是可以關注北斗了
北斗立法有望落地。根據新華社最近報導，我國正在制定《衛星導航條例》，並已經列入《國務院
2016 年立法工作計畫》。
該條例有望後才能為中國首部衛星導航領域的法規。該條例對中國衛星導航領域的相關活動進行了
規範和說明，進一步確立了北斗系統在國家空間資訊基礎設施中的法律地位，有助於推動北斗技術
應用拓展及產業化發展。
展訊通信北斗四合一晶片加速北斗走向民用。15 年 7 月展訊推出自主研發的適用于智慧手機的高
集成度低功耗北斗移動通信一體化晶片，已在 15 年下半年量產，且在華為、中興、聯想、宇龍等
品牌機中得到適配。我們預計，2016 年採用自主四合一高集成度北斗晶片的智慧手機有望達到千
萬部級別。這也表明北斗正式從軍用走向民用。
政策+產品鋪路，北斗導航產業進入高速增長期。目前，北斗已經在交通運輸、氣象、公安、農業、
國土等涉及國家安全的關鍵領域得到廣泛應用。根據賽迪顧問資料，2015 年中國北斗衛星導航產
業規模達到 282.2 億元，同比增長 37.1%，預計 2016 年和 2017 年的市場規模分別將達到 385.2 億元、
500 億元，分別同比增長 36.5%和 34.8%，未來行業的快速增長態勢有望持續。
多因素驅動行業高速發展。我們認為，未來北斗行業面臨諸多驅動因素，包括民用市場的崛起、北
斗導航與位元臵服務深度融合、產業鏈下游運營服務占比提升、以及載入北斗晶片的智慧終端機的
普及。目前智慧手機和車聯網終端產品中已經逐步載入北斗導航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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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標的推薦。我們認為國內北斗導航處於政策、技術、需求多重利好因素疊加期，產業未來高速
發展趨勢確定性較強。
我們長期看好中國北斗產業鏈，關注標的：中海達、合眾思壯、北斗星通、華力創通、振芯科技、
四維圖新、海格通信等。
風險提示。北斗政策落地低於預期的風險，北斗民用化進程低於預期的風險，系統性風險。

房地產：迎接推盤旺季，後期銷售有望逐周改善
5 月商品住宅成交繼續回落，增速下行。2016 年 5 月 52 城商品住宅成交面積 2656 萬平米，環比小
幅下跌 7%，同比上漲 25%；累計商品住宅成交面積為 11994 萬平米，累計同比上漲 50%，較上月
漲幅有小幅度回落。5 月商品住宅成交相較 4 月增速出現一定程度回落，一線、二線、三四線環比
分別為 5%、-13%和-5%。
二線和三四線庫存去化持續改善，一線庫存趨穩。我們監測的 32 城分線商品房去化週期（6 個月
平均移動）顯示，一線城市平均去化週期為 13.2 個月，二線城市（11 個）平均去化週期為 22.1 個
月，三四線城市（17 個）平均去化週期為 24.7 個月。
房價環比漲幅持續擴大，但上漲城市數回落，後續上漲動力略顯不足。5 月全國 288 城一手房房價
指數為 1175.7，環比上漲 1.61%，同比上漲 8.84%，環比連續第 13 個月上漲，且環比漲幅自 2015 年
11 月以來的連續擴大。5 月房價指數環比上漲城市數為 169 個，較上月減少 8 個。儘管房價持續上
漲，但上漲城市數有所回落，疊加銷售市場成交趨緩，後續上漲動力略顯不足一線和二線土地出讓
火爆，三四線土地市場平穩。2016 年 5 月 300 城住宅用地供應 6090 萬平米，同比下滑 0.1%；成交
4274 萬平米，同比上升 7.8%；供求比為 1.42，較上月有所上升。一線城市 5 月土地成交放量，土
地出讓金同比漲幅高達 624%；二線城市接棒一線土地市場火熱態勢，土地出讓金同比漲幅為 195%，
土地單價迅速攀升；三四線城市的住宅用地仍然供過於求，但土地成交有所回暖，累計土地出讓金
同比漲幅從上個月的 3.8%小幅擴大至 8.5%。
整體觀點：調控政策影響漸弱，銷售增速隱現回落跡象。5 月最新資料顯示調控政策導致的銷售資
料短期回落有收窄跡象。
重點觀測城市庫存去化週期進一步下降，房價保持持續回升。土地出讓方面一線和二線土地出讓火
爆，地王頻出，三四線土地市場大量供應之下成交趨於平穩。我們認為，調控政策導致的銷售資料
短期回落的影響漸弱，但是銷售增速隱現回落跡象，預計全年增速呈現前高後低狀。
投資建議：6 月屬 1H 傳統推盤旺季，預計端午節後銷售環比逐周改善屬大概率事件。考慮 2015 年
3Q 股災造成低基數，預計後期環比、同比周度數據均有不同程度改善。考慮前期股市整體估值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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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目前低估值和高景氣有利估值提升，建議加配地產。推薦保利地產、華髮股份、世聯行、中國
國貿、首開股份、北辰實業，主題關注京津冀、科創、特斯拉。
不確定性分析：政策性風險。

汽車與零配件：汽車輕量化風起
新材料十三五即將出臺，“電動+智慧”汽車，車身輕量化是被忽略的核心技術，決定著未來電動
汽車的安全和續航；從汽車車身的輕量化路徑上看，碳纖維、複合材料、鋁鎂合金、先進高強鋼等
已成輕量化四大方向。建議依次關注：海源機械、精鍛科技、寧波華翔、萬豐奧威、廣東鴻圖、鴻
特精密、南山鋁業。
不確定性分析：大盤系統性風險。

石油化工：關注行業“三去一降一補”改革
我國 60-70%的石化產品存在產能過剩，如煉油、PTA、丙烯酸、丁二烯等。通過推進“三去一降一
補”改革，淘汰落後產能、提升裝臵利用率；打破壟斷、引入競爭，降低經營成本；加大研發投入，
發展高附加值產品，提升聚乙烯、ABS 數值等產品自給率。
去產能，提升裝臵有效利用率。針對我國石化行業產能嚴重過剩問題，需要企業來調整資源配臵，
壓低過剩產能，調整產品結構，調整發展方向，尋找新的市場需求，改變經營模式。逐步淘汰落後
產能，提升裝臵有效利用率，達到優化產能、提高生產效率的目的。
去庫存，提升資產周轉效率。石化行業企業應從拓寬銷售管道，加大銷售力度，採取多種行銷手段
等多種方法來提高產品銷售量，減少產品庫存，提高資產流動效率，從而激發企業活力。
去杠杆，提升資金利用率。企業應該警惕過高的負債率，主動去杠杆，降低財務費用率，從而提高
資金利用率。
降成本，開放油氣供給端。其中涉及到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及放寬石油、天然氣等領域市場准入，
消除各種隱性壁壘，鼓勵民營企業擴大投資、參與國有企業改革。民營企業進入油氣上游領域有利
於推動油氣行業技術進步，在市場化環境下降低油氣的生產成本，從而有效降低下游油氣企業的原
材料成本。
補短板，提升整體競爭力。加強企業創新能力，合理配臵科技資源，加大研發投入。靠技術創新來
實現產業鏈的延伸，著力發展高精尖產業，提高中高端產品比例，從而提升行業整體競爭力，拉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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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進一步發展。此外石化行業企業還需積極回應國家節能減排和污染防治政策，實現綠色可持續
發展。
關注油價反彈受益公司，新潮實業、洲際油氣；行業景氣向上業績彈性大的公司上海石化、華錦股
份、中國石化等。
風險提示。油價下跌、石化產品價差回落。

傳媒：端午假期消費旺盛 板塊反彈持續
端午期間，消費能力依然旺盛：1）影視：《魔獸》或將引發暑期檔影視熱潮；2）體育：歐洲杯、
美洲杯等體育賽事進入密集階段，體育資產化蛋糕誘人；3）直播：Angelababy 直播刺激美寶蓮口
紅熱賣。中國消費結構改善、消費能力增加、新媒體的推陳出新都將維持行業的高度景氣，目前仍
推薦整個板塊。推薦中文傳媒、華策影視、華媒控股、凱撒股份、天音控股、雷曼股份、三夫戶外、
天潤控股。
不確定性分析：大盤系統性風險。

汽車與零配件：物流電動化
微車放量先行，物流發力下半年
1、5 月新能源乘用車銷 2.6 萬輛，同比 140%！其中微型電動，眾泰、知豆、康迪環比放量大增，
排產放量預示補貼落地；5 月 25 日，109 款電動專用車入選新車目錄，占比 32%，有望進入補貼目
錄。
2、深圳領頭出臺政策支持新能源物流車推廣，“全天候、全路段”的通行優惠政策，未來更多城
市將有望加入，剛性物流需求有望啟動，中國輕客、微客、輕卡、微卡年銷規模 300 萬輛，滲透空
間巨大。
3、物流運行路線時間規律、具天然充電網路基礎，挖掘油電經濟性。受益補貼將落地催化，看好
板塊爆發式增長，關注納川股份、力帆股份、科泰電源、合康變頻。
不確定性分析：大盤系統性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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