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年 07 月 05 日

宏觀經濟
多頭市場，緊握券商
(1) 短期多頭市場已確立。昨日市場放量上漲，重點推薦的券商、軍工漲幅居前，多頭市場特徵已
明確，保持積極。過去 2 周不斷強調看多，邏輯：利空不斷的 6 月，指數沒漲但成交量放大，說明
多方力量在積蓄中，潛在利多如創新和改革推進，均線成多頭排列。我們認為中期熊市已結束，未
來半年震盪市。《天平傾向多方－20160626》、《多頭市場－20160703》
(2) 利劍 1：券商。券商基本面最壞時期過去，估值處於歷史低位，PE 僅 12.5 倍，PB 僅 1.9 倍。機
構配臵比例低，流通股份中機構持股占比 12.8%，基金重倉股中券商占比 1.1%，籌碼分散，存量博
弈市里屬於容易突破的方向。兩個潛在催化劑正在孕育，一是金融工作會議可能召開，涉及金融改
革，利好券商。二是深港通開通概率上升。《又到重視券商時－20160628》
(3) 利劍 2：軍工。國企改革主題是看漲期權，尤其重視其中有資產注入預期的軍工。預計未來 510 年軍費增速將維持 8%～9%，我國裁軍釋放的、新增的軍費將提升軍備採購與研發支出，下半年
軍工集團資產重組有望進入密集兌現階段，最優質的軍工科研院所資產證券化有望提速。《國改主
題是看漲期權：資產注入+殼價值－20160623》
風險提示。海外金融市場波動，經濟增長失速，政策調控市場超預期。

國改主題：看漲期權的催化劑逐顯
①7 月 4 日全國國有企業改革座談會在京召開，習近平主席強調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儘快在國
企改革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新成效，李克強總理指出國有企業應當提高改革的效率。習李講話
印證前期判斷：國企改革正在加速，看漲期權的催化劑逐漸顯現，把握資產注入與殼價值兩條主線。
②資產注入類重點關注軍工。預計未來 5-10 年軍費增速將維持 8%～9%，我國裁軍釋放的、新增的
軍費將提升軍備採購與研發支出，下半年軍工集團資產重組有望進入密集兌現階段，最優質的軍工
科研院所資產證券化有望提速。
③關注國企殼價值。梳理以往殼標的特徵，以實際控制人、總市值、業績表現、股權結構四大標準
篩選國企殼資源，詳見報告《國改主題是看漲期權：資產注入+殼價值-2016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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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提示。國企改革推進不及預期。

大市導航
紡織與服裝：期棉價格持續上漲，重點關注棉紡製造
7 月 4 日鄭棉主力合約 1701 盤中漲停並封板收盤，收盤價 15425 元/噸，自 6 月中旬以來漲幅超過
20%，棉花商品價格再次成為關注熱點。自上一波漲價起我們堅定看好本年棉花漲價機會，強調紡
企因漲價帶來的庫存收益，以及產成品售價和毛利率的雙提升。推升此輪漲價主要由市場現貨短缺，
國儲拋售量減少，外棉價格持續上漲等因素造成。
棉花市場進入夏季後市面中可售庫存大幅減少，在新棉上市前供給出現階段性短缺。此時國儲棉拋
售成為主要的供給來源，除第一周日均拋售達 3 萬噸，此後每週日均量均不到 3 萬噸，距離市場預
期的 5 萬噸更相距甚遠，6 月初起則不再拋售外棉；上周（6 月 27 日-7 月 1 日）日均拋售量僅 2.14
萬噸，供給縮量加劇供需矛盾。
外棉尤其是印度棉花價格上漲帶動國際棉價，使得外棉價格優勢不再明顯。印度因天氣原因導致產
量下滑，在需求不減的情況下，截止到 7 月初印度現貨 Shankar-6 價格較年初上漲 26%，國內對進
口需求激增從而影響國際棉價。外棉價格上漲縮小國內外價差，外棉優勢減弱，內棉需求得到提升。
拋儲中定金、拍賣最低數量等要求給小企業參與限制了門檻，同時允許非生產型流通企業購棉無意
中產生了一定套利空間，對此輪漲價造成放大作用。
此次棉花漲價幅度較大，加上 8 月底輪出結束後至 10 月中新棉上市前市場供需會出現明顯不平衡，
在現政策沒有調整跡象的階段，備貨情緒或將累計，棉花價格有望進一步走高。企業成本壓力提升，
價格將隨持續走高的棉價向下游傳導，行業收入及毛利水準或將迎來整體提升。考慮到中報業績預
期、企業庫存現狀，我們強烈推薦高業績增長標的華孚色紡、新野紡織，以及具備庫存優勢的百隆
東方。同時重點關注：魯泰 A、聯發股份、孚日股份和華紡股份等棉紡品種。
風險提示：棉價波動劇烈，業績低於預期。

房地產：風險集中釋放有利藍籌估值回歸，推薦高彈組合
1)看好 2H 行業估值提升。全年銷售金額總量新高已成趨勢，龍頭開發商報表有望持續改善。萬科
複牌帶來風險擔憂集中釋放、流動性寬鬆預期下估值將持續提升！
2)中國國貿，全市場獨家挖掘首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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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保利地產，低估值是硬道理！（地產龍頭中最低）。打通金融通道，報表優化帶來更強發展空間。
引入保險大股東，價值回歸趨勢明顯。
4)華髮股份，地產新藍籌。業務立足珠海，聚焦一二線。1H 實現 205 億銷售，同比增速大幅放量為
未來業績增速奠定基礎。RNAV 折價明顯，市銷率全市場最低。
5)新城控股，商業新概念。1H 實現 287 億銷售（15 年全年 263 億），全國前 20 強。目前 6 個
MALL 運營，21 個在建。至 2017 年，有望累計開業 15 個，在建 25 個，預計至 2020 年開業及在建
數將達到 80 個以上。
6)世聯行。地產銷售持續復蘇，公司基本面大幅受益。服務產業鏈核心標的，龍頭價值明顯。
風險提示：系統性風險

有色金屬：白銀再次“瘋漲”，興盛組合顯威力
白銀延續“瘋狂”表現再次大漲。此前週報等已多次提示重點關注工業貴金屬表現！1）金融屬性
向好，美聯儲加息預期減弱，流動性寬鬆加碼預期強。2）工業屬性轉好，流動性寬鬆預期推動下
游需求回暖。疊加白銀彈性大，大漲表現搶眼。
預計貴金屬仍具上漲空間。白銀推薦盛達礦業、興業礦業、盛屯礦業。鉑系金屬推薦貴研鉑業。
風險提示：中國 A 股回檔風險導致估值下降。

鋼鐵：需求不錯 供給壓縮
最近鋼鐵反彈有較強的供需基礎。一是需求仍不錯，雖然權威人士講話以後市場對三季度預期不太
好，但實際上由於房地產投資等仍處於高位，需求仍有支撐。二是供給壓縮，從五月中旬全國粗鋼
產量創 237.5 萬噸新高以來，由於鋼企檢修、唐山限產、部分企業虧損等原因，產量已經下降到
223 萬噸，相比高點每天下降 14.5 萬噸，降幅 6.43%，供給壓力明顯縮小，同時我們看到雖然鋼企
庫存仍在相對高位但同比下降了 15%，而社會庫存在前期略有反彈後已經持續下降，目前螺紋庫存
幾乎是 2009 年以來的新低。從目前情況看，雖然是消費淡季，但供需已經相對均衡，因此平均看，
三季度鋼企仍將有一定盈利存在。
供給側改革持續推進。寶鋼暫停八鋼和韶鋼重組，進而與武鋼進行大整合，此外我們留意到鞍鋼集
團董事長帶隊拜訪首鋼集團董事長，這些信號可能顯示供給側改革推進加快。雖然寶武整合的內部
效應明顯，但短期內看不出整合的外部效應，需要一個積累和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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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塊交易機會小於 3 月 4 月的機會。3 月 4 月鋼價暴漲，但股價反映溫和。行業基本的問題都尚未
解決，未來有庫存（減產）導致的機會還將迴圈，但料市場對這種交易性機會的仍較冷靜。
風險提示：政策風險。

金融：大宗商品熱度高漲，新期貨品種逐漸推出
國內期貨行業交易規模近年增長迅速，2015 年期貨交易額達到 554 萬億元，同比增長 90%。其中金
融期貨增長 155%；商品期貨增長 57%。但國內期貨行業利潤和資產規模較其他金融行業依然極小，
2015 年 150 家期貨公司整體利潤只有 60 億元，客戶保證金規模僅在 4000 億元左右，遠低於其他金
融子行業。規模仍然較小原因在於：1、盈利模式單一，過於依賴經紀業務；2、主營業務的價格戰
非常激烈，傭金率一路下跌。
當前期貨行業正迎來很大的發展機會。1、大宗商品投資熱度高漲，16 年期貨成交量和成交金額同
比快速增長。2、新期貨品種的逐步推出能進一步提升期貨交易額。與海外市場相比，國內目前期
貨品種有所缺失，如原油期貨、利率期貨、外匯期貨等。3、原油期貨的推出將顯著提升期貨市場
交易量。若國內推出原油期貨，預計將會提升中國期貨市場交易量約 1 億手，提升國內期貨交易量
約 3-4%。4、新的期貨業務將放開，如做市業務等。
建議關注中國中期、浙江東方。中國中期是最純粹的期貨標的，持有約 20%中國國際期貨股權。浙
江東方參股國內最好的商品期貨公司之一永安期貨。
風險提示：期貨市場成交量與成交額不及預期。

能源設備與服務：變革時代的來臨，終極能源的回歸
成本逐漸降低，燃料電池商業化潛力巨大。相比傳統蓄電池，燃料電池不受熱能卡諾迴圈限制，相
比鋰電池則具有更高能量密度和更短充電時間等明顯優勢，未來發展空間巨大。固定發電和交通運
輸是燃料電池主要應用市場，目前商業化應用最廣泛的是碳酸鹽燃料電池、固體氧化物燃料電池及
質子交換膜燃料電池，其中前兩者主要應用於固定發電領域，質子交換膜燃料電池主要應用於交通
運輸領域。2015 年全球燃料電池出貨量同比增長 12.4%，整體市場規模一直保持較快增長，成本也
在逐步降低，商業化應用前景廣闊。
各大汽車廠商紛紛加大投資，競相推出燃料電池汽車。內燃機的效率已經逼近極限水準，很難再進
一步提高，燃料電池有可能徹底升級整個汽車行業，全球各大車廠正積極進軍燃料電池領域，競相
推出自產的燃料電池汽車，一場全球的汽車全新革命正由燃料電池汽車拉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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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燃料電池產業鏈尚未形成，汽車廠商總體持觀望態度。國內燃料電池產業在起步階段，技術相
對落後，整體產業鏈尚未形成，大多數車廠對燃料電池研發總體持觀望態度。但是也有上汽、一汽、
福田和宇通客車等車廠積極投入研發，相繼推出了自產的燃料電池汽車。
各國通過補貼、稅收、加氫站建設等政策助力發展。在氣候逐漸變暖、環境污染日益加劇、能源安
全問題日益突出的大環境下，近年來全球興起了一股新能源風潮，各國政府紛紛出臺政策支持新能
源發展。美、歐、日、韓等國家主要通過補貼、稅收和加氫站建設等方式進行推動，國內也相繼出
臺了很多相關支持政策，設定了能源技術的“三步走”目標，重點部署了氫能與燃料電池技術創新
等 15 項任務。
風險提示：技術開發遇瓶頸、成本下降空間有限等風險。

資訊服務：環境友好，震盪上行
業績、估值、政策都有空間：業績方面，並表效應下我們預計今年電腦會有較好的中報和三季報；
估值方面，電腦軟體的估值仍低於電子硬體，有估值優勢，因為理論上軟體估值高於硬體；政策方
面，下半年子領域國家級政策皆可期待。
7 月金股組合：四維圖新、中海達、綠盟科技、景嘉微、同花順、佳都科技、信雅達、遠方光電、
多倫科技。
回顧 6 月，我們報告觀點：無風雨、略有晴。電腦指數漲幅 6.6%。6 月金股及漲幅：贏時勝 20.1%，
新大陸 18.6%，景嘉微 16.0%，四維圖新 15.3%，綠盟科技 8.0%，中科曙光 7.5%，同花順 1.2%，廈
華電子 29.3%。平均漲幅 14.5%，跑贏電腦指數 8 個點。
風險提示：短期市場波動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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