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年 06 月 27 日

宏觀經濟
英國公投退歐，黃金國債大漲
全球股市大跌，黃金國債大漲。上周英國脫歐震動全球，美日歐等發達股市暴跌，韓印等新興市場
也普遍下跌，石油和工業金屬震盪、農產品下跌，黃金和國債大幅上漲。
英國公投退歐，聯儲加息無望。英國脫歐不僅將對英國和歐盟經濟構成打壓，也對全球經濟形成負
面衝擊。由於英鎊和歐元大貶導致美元大幅升值，市場預期美聯儲在今年年內加息概率極低，甚至
再次出現了降息預期。
經濟短期穩定，通脹壓力緩解。6 月國內發電耗煤增速由負轉正，粗鋼產量增速回升，意味著工業
生產短期穩定。但由於 5 月社融和貨幣增速大幅回落，6 月地產銷量增速持續下滑，加之英國脫歐
增加全球經濟下行風險，均意味著 3 季度經濟仍有下行壓力。而 6 月以來菜價持續下跌，豬價見頂
回落，通脹壓力短期緩解，我們預測 6 月 CPI 小降至 1.9%，3 季度 CPI 穩定在 2%，但 4 季度仍有反
彈風險。
貨幣利率穩定，降准概率上升。上周央行淨投放貨幣 4100 億，周度投放規模創 2 月以來新高，雖
然貨幣利率半年末季節性沖高，但升幅遠低於歷史同期。由於英國脫歐導致美元狂飆，人民幣匯率
貶至新低，而央行稱已為英國脫歐做好應對預案。我們預測在資本流出較大、經濟繼續惡化時，不
排除央行降准對沖流動性和刺激經濟。
風險偏好難升，配臵安全資產。英國脫歐震動全球，也可能引發連鎖反應，英國內部的蘇格蘭、北
愛爾蘭可能舉行再次公投，歐盟本身或有分崩離析的風險，荷蘭、法國等已經有提出舉行脫歐公投。
本周的西班牙選舉、年末的美國大選也可能轉化為金融市場的風險。全球避險情緒將持續攀升，黃
金將是保值的首選，國債也是短期的避風港。

避險情緒加大，國債短期利好
債市小幅上漲。上周國債利率平均下行 4bp，AAA、AA 級企業債利率平均下行 5bp，城投債利率平
均下行 4bp，中證轉債指數小漲 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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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准概率上升。英國退歐推動全球避險情緒升溫，資本流出壓力加大。本周將跨越半年末考核，資
金面或持續偏緊，但央行加大貨幣投放，且稱對資金外流準備充分、降准概率上升，貨幣利率將維
持區間震盪，維持未來 3 個月貨幣利率中樞 2.25%-2.5%。
國債短期利好。全球避險情緒升溫，黃金和國債成為首選。但國內信用違約風險未消除，供給衝擊
持續衝擊市場，金融監管不斷升級，利率債下行有底。我們認為利率債在 3 季度存在交易機會，但
趨勢性行情尚需等待，下調 10 年國債區間至 2.7%-3.1%，10 年國開區間至 3.1%-3.5%。
風險資產承壓。近期我們與機構交流，4 月份以來超預期信用事件頻發，很多機構不幸踩雷，風險
偏好降至歷史低位，不少機構主動提高了入庫標準，對高危行業採取嚴格規避，信用債投資偏好難
回升。而英國脫歐使得風險資產承壓，股市不確定性加大，轉債也亦以防守為主。

天平傾向多方
核心結論：①英國脫歐對 A 股主要是心理層面影響，過去兩個多月國內外多個利空因素逐個落地，
市場通過下跌震盪逐漸消化。②展望未來，潛在利多如創新和改革不斷推進，當下投資者情緒略偏
謹慎，市場多空對比的天平更利於多方。③存量博弈震盪市里業績為王，中期繼續以食品飲料、家
電等穩定增長為底倉，智慧製造等高成長根據市場波動適當擇時，短期關注市場預期低、有潛在催
化的券商、國企改革（軍工）。
英國脫歐影響有限，天平傾向多方。（1）英國脫歐對 A 股更多的是心理層面影響，對 A 股影響有
限，24 日國內外股市、匯市的表現可以看出一些端倪，除了避險貨幣日元外，其他各國兌美元匯
率均大幅下跌，其中人民幣匯率跌幅較小、相對穩定。我們於 25 日晚進行的調查問卷結果顯示，
多數投資者認為英國脫歐對 A 股影響較小，47%認為 A 股跌 3%左右、24 日已體現。（2）過去 2 個
月國內外利空因素不斷，如國內經濟下滑、政策轉向、A 股未加入 MSCI、產業資本減持等，隨著
英國脫歐落地，階段性的利空釋放比較乾淨了。市場情緒處於較低水準，頻頻落地的利空+投資者
偏謹慎的心態，市場走勢的天平更利於多方。
結構甚于擇時，短期重視預期差。（1）震盪市，結構甚于擇時。從短期的角度， A 股漲跌 90%來
自估值波動，震盪市更加注重盈利，需要尋找結構行情。震盪市中，估值合理、盈利穩定增長的行
業和個股更具優勢。（2）博弈市注意預期差，關注券商板塊。首先，隨著市場單邊下跌的結束，
券商的自營資管等業務均有所好轉，基本面最差的階段已經過去。其次，機構配臵和估值處於歷史
低位。最後，未來潛在催化劑如金融改革等。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有可能提前至今夏召開（原計劃
2017 年召開），而此次會議內容可能涉及到金融分業監管架構等一系列改革，金融改革的推進對
券商板塊勢必有極大的催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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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策略：短期保持樂觀。（1）6-12 個月的中期而言，維持震盪市格局判斷。2 個月的短期偏樂
觀，目前風險溢價處於歷史中等水準，過去 2 個月國內外利空因素不斷，如國內經濟下滑、政策轉
向、A 股未加入 MSCI、產業資本減持等，隨著英國脫歐落地，階段性的利空釋放比較乾淨了。未
來 2 個月國內外宏觀面更平靜，三季度產業資本解禁減持也將迎來低潮。
頻頻落地的利空+投資者偏謹慎的心態，市場走勢的天平更利於多方。潛在積極因素如創新加速、
國企改革提速、金融改革推進等，風險偏好將階段性提升。（2）維持穩定增長和高成長兩條腿走
路，短期關注券商、國企改革。回顧國內外歷史，震盪市業績為王，中期繼續以 20-30 倍 PE 的穩
定增長類股為底倉，如食品飲料、家電；30-50 倍 PE 的高成長做波段，如代表智慧製造的新能源智
慧汽車鏈、電子製造，目前持有，未來根據市場波動適當波段操作。短期關注市場預期低、有潛在
催化的券商、國企改革（軍工）。
風險提示：系統性風險。

等待第二次恐慌將是抄底良機
回顧一下過去一個月我們的擇時判斷：6 月 5 日我們的週報提示大家不要追漲保持謹慎，到 6 月 15
日加倉，成功回避了期間高達 9%的回檔，在 6 月 15 日開盤前提醒大家“一切為了今日的加倉”，
市場短期收穫 5%以上，在 6 月 22 日市場發生先漲後跌，市場開始擔心，我們及時將我們的觀點傳
遞給投資者，市場在上週五之前將會維持震盪格局，市場走勢和我們預期一致，我們判斷向下變盤
時間將是上週五到本周，結果 6 月 24 日市場盤中一度暴跌，對於接下來的市場判斷：本周我們認
為市場將要繼續調整，等待第二次恐慌將是抄底良機。屆時請關注我們的擇時快評。
今年以來我們 24 周，實現 20 周準確。我們的擇時觀點秉承客觀明確，從不模糊。
風險提示：系統性風險。

大市導航
建材：纖維製品產業觀察
我們近期跟蹤纖維製品領域的非上市公司發現：
纖維應用企業區域單體規模不大，大型產業集團跨纖維、跨國發展
1)奇耐 Unifrax 在全球有 13 個分公司，每個分公司僅 1-2 條生產線；既有陶瓷纖維又有微玻璃纖維，
其收購的德國勞莎公司每年纖維（微/亞纖維，纖維直徑 0.1 微米左右）產量約 2 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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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玻璃纖維一共有 136 個品種(品種間二氧化矽、二氧化鋁含量不同)，國際上陶瓷纖維、玻璃纖維
統稱為玻璃纖維，陶瓷玻璃纖維二氧化鋁含量較高、約 60-70%，高溫保溫效果好，深冷絕熱紙用
玻璃纖維原料中二氧化鋁含量在 5%以內、低溫保溫效果好。
微玻璃纖維棉及製品主要應用在過濾、常溫保溫領域，各領域增長情況均不錯
1)空氣過濾：製造業環保要求持續提升，濾紙用量每年增長 20~30%是比較正常的；現在涉及到氣
味、粉塵、煙塵、噴漆等生產環節的淨化過濾均需要用濾紙。該公司原來自己車間不用空氣淨化，
目前都開始使用。
2)常溫保溫：冰箱、冷鏈等應用市場增長明顯，預計行業用量增速在 30%以上（2014~2015 年開始
VIP 板因導熱係數低、保溫效果好，替代聚氨酯的趨勢明確）；此外，VIP 材料在石油槽車、高鐵
車廂保溫等領域均有性能優勢，應用領域仍有擴充空間。
3)保溫應用等製品增長情況較好也是 A 股上市公司再升科技（603601）目前大力發展離心棉的主要
原因，目前其離心棉原材料規模國內最大（產量約 1.1 萬噸、市占率約 20%），預計其 2~3 年要做
到超過 10 萬噸的量（市占率約 70%）。
風險提示：行業增長不達預期。

農業：I'll be back！
核心觀點：1）禽。上周商品代雞苗價格大幅下跌，部分地區甚至跌破 2 元/羽，掉至盈虧平衡點以
下，部分收益較高的投資者獲利了結導致本周白羽雞板塊調整幅度較大。實際上，苗價的短期下跌
主要由於兩方面原因，一方面是受季節性因素影響，每年的夏季由於氣溫較高，雞隻存活率低，所
以農民養殖熱情退減，苗價都會有所下跌，而 9 月份隨著氣溫降低，苗價一般也會開始回升。另一
方面近期飼料原料價格上漲，飼料企業幾次提價，養殖成本上升也導致養殖熱情減弱。我們認為，
短期的價格波動不會改變整個禽鏈景氣上升的大趨勢，股價的階段性調整為未來板塊的上漲創造足
夠空間。聖農發展依然是我們的首選；2）制糖。我們看好制糖板塊的核心理由有兩點：a）看漲糖
價。b）行業整合勢在必行，上市企業擁有非常強的優勢。首推南寧糖業；3）飼料。母豬和生豬存
欄確定性回升，2017 年生豬存欄有望回升 15%左右，帶動銷量增長明顯。5 月份所有飼料企業的豬
料增速同比、環比都加快，預計三季度的增速會更明顯。飼料企業中我們推薦大北農和海大集團。
風險提示：原材料價格波動，系統性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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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色金屬：堅定看好鈷和“興盛組合”，挖掘銅鋁低估值新標的
需求強勢和供給受限終將推動鈷價上行：洛陽鉬業、盛屯礦業、格林美和華友鈷業。“興盛組合”
在英國退歐浪潮中凸顯白銀避險屬性：盛屯礦業(被忽視的鈷股）、盛達礦業（最低估值礦業股）、
興業礦業（白銀產量後勁足）。關注近期新挖掘品種博威合金和亞太科技：估值優勢，股價底部，
募投項目發展前景佳，光伏和新能源汽車輕量化領域。
風險提示：大盤系統性風險，金屬價格走弱風險。

傳媒：短期內三大利好推升體育板塊
政策紅利是推動國內體育產業爆發的主要動力之一。隨著國家領導人對於體育產業愈發重視，未來
不斷出臺利好政策的預期強烈。繼去年國務院 46 號檔的 5 萬億市場規模目標打開體育產業的“天
花板”後，政策紅利加速釋放，為產業增添了諸多投資機會。
體育產業利好頻出。屬於近期傳媒板塊，具備主題性投資機會的子領域，應重點把握。1）政策紅
利不斷出臺，《全民健身計畫（2016－2020 年）》、《體育 發展“十三五”規劃》等一系列利好
政策發佈；2）大賽陸續開幕。歐洲杯、美洲杯、奧運會相繼點燃夏季體育熱情；3）資本加速跑步
入場。蘇甯、雷曼、雙刃劍開啟“買買買”模式，海外知名球隊貼上中國標籤。
體育板塊 A 股推薦：三夫戶外、雷曼股份、天音控股、雙象股份、當代明誠。
風險提示：宏觀經濟下行風險，系統性風險。

房地產：海南文昌首發成功，開啟太空運載新時代，海航基礎、恒大地產最大受益
航太發射場開啟“四足鼎立”時代。海南文昌航太發射場首發長征七號順利升空。長征七號火箭未
來將擔任 80%左右航太運輸任務，也可用於發射人造衛星等其他載荷，被譽為是中國航太進入太空
的新動力。文昌基地商業價值更大，海南國際旅遊島地位再次提升。文昌基地屬國內開放度最高基
地，屬全新建設的低緯度濱海發射場，考慮近赤道優勢明顯，將為航太全球商業競爭增添實力。專
案周邊已開始配合愛國主義基地建設、旅遊開發、房產和主題公園等。
關注海航基礎，海南主題第一股。重組方案已通過，海航基礎建設集團整體資產注入。立足海南島
內外住宅開發、基建業務（機場、碼頭）等，未來有望大幅受益中國南海戰略、海南開發加速。
關注恒大地產，海花島海南最大離島項目。海南戰略地位提升，全島高鐵貫通後項目最大受益。首
次開盤現實 122 億銷售，創世界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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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提示：系統性風險。

通信設備：物聯網熱點擴散，下半年最大產業風口
給予通信行業“增持”投資評級。近期週報行業觀點、謹慎樂觀，看好圍繞物聯網、國防資訊化、
光通信、雲計算、大資料等方向的結構性機會。
物聯網迎來產業發展春天：基於 NB-IoT 標準的低功耗、低成本、廣覆蓋、多連接特性，覆蓋了
60%以上的廣義物聯網應用場景，解決了此前絕大部分物聯網應用場景標準不統一、難以互聯互通、
資訊孤島和高成本的問題。行業從下半年到明年，不缺催化劑——NB-IoT 晶片層面，華為
（2016H2）、高通（2017H1）及展訊、聯發科將陸續發佈晶片；應用層面，三川智慧和華為的合作
協定公告等，也體現 NB-IoT 標準推廣的產業基礎非常成熟。三大運營商也把物聯網用戶數發展納
入到各省 KPI 考核中，有利於基於現有無線基站網路升級改造支援 NB-IoT。
物聯網投資首選平臺型公司、次選 NB-IoT 標準應用潛力大的重點行業領域卡位好的公司，同時關
注熱點擴散：平臺型公司重點關注宜通世紀，從收購天河鴻城邁出轉型物聯網的戰略一步後，期待
自主物聯網平臺、跨領域垂直物聯網行業應用生態佈局的新跨域。基於 NB-IoT 標準的應用推廣潛
力，重點行業應用領域次序關注水務領域（個股：三川智慧等）、交通領域（個股：高新興，佈局
電子車牌）、醫療領域（個股：思創醫惠）、電力領域（個股：東軟載波、新聯電子）、工業領域
（個股：佳迅飛鴻、東方國信等）、環保領域（梅安森等）。
互聯網基礎設施（IDC&CDN&雲計算）及光通信方向：CDN、IDC 長期受益流量爆發增長，繼續推
薦科華恒盛、網宿科技。大視頻時代、流量爆發，對運營商業務結構及模式帶來巨變，資料業務已
逐漸佔據主導，流量經營市場潛在市場長期前景看好，關注榮信股份。雲計算解決方案領域，推薦
紫光股份、星網銳捷。光通信，重點推薦光迅科技、烽火通信，關注新易盛。
國防資訊化、大資料近期可繼續積極佈局：國防資訊化重點看好海防資訊化、北斗&衛星通信、無
人智慧裝備方向；個股重點推薦海蘭信、信威集團，以及北斗&衛星通信核心標的（個股關注：振
芯科技、華力創通、海格通信）。大資料方向，推薦中小市值標的初靈資訊、關注廈華電子，以及
收購南方銀穀（目前基於地鐵 Wifi 網路入口進行廣告及遊戲聯運變現）的三變科技。
風險提示：相關主題板塊估值體系的波動。

軟體：上周 CS 電腦指數上漲 3.77%，位元列第二
投資者對電腦板塊的關注度在持續下降，但我們反而偏樂觀，1、預計電腦中報好；2、電子（硬體）
估值高於電腦（軟體），軟體有了估值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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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價值主線首選 IT 安全和人工智慧。成長主線首選金融科技和無人駕駛。
上周海通電腦類比組合買入同花順。組合其他個股及建倉後漲幅（類比組合在 3 月 7 日的週報中建
倉，初始倉位 50%，後面又陸續買入其他幾隻個股，每只個股占平均倉位 10%）長高集團 42.0%，
網宿科技 30.2%，綠盟科技 14.3%，東方網力 3.1%，華宇軟體 7.8%，中科曙光 17.0%，四維圖新
16.5%。
風險提示：短期市場波動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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