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年 08 月 04 日

宏觀經濟
生產暫時改善，通脹短期無憂——2016 年 7 月經濟資料前瞻
預計 7 月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 6.2%。7 月全國製造業 PMI 微降至 49.9，指向製造業景氣繼續轉差。
但 7 月六大電廠發電耗煤同比增速 7.1%，中上旬粗鋼產量同比增長 6.2%，均較 6 月明顯提高。發
電和鋼鐵增速的回升預示 7 月工業經濟或繼續改善，同比增速或持平 6 月的 6.2%。
預計 7 月固定資產投資累計增速 8.8%。7 月下旬 30 大中城市地產銷量同比增速回落至 11.4%，7 月
增速約為 10%，略低於 6 月。銷售端降溫將拖累地產投資增速再下臺階。6 月製造業投資當月同比
已降為負值，工業通縮、需求不足的背景下，低迷狀態短期難以逆轉。為應對經濟下行壓力，預計
7 月基建仍將發力，或繼續保持 20%左右的高增長，但獨木難支，7 月投資累計增速或繼續回落。
預計 7 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 10.0%。繼 6 月汽車消費回升後，7 月前三周乘聯會狹義乘
用車批發銷量同比增長約 30%，廣義乘用車銷量增速有望在 20%以上，對 7 月消費有較大提振。但
房地產銷售持續降溫，將對地產相關的傢俱、建築裝潢類消費構成拖累。綜合來看，預計 7 月社消
零售增速穩中微降。
預計 7 月出口增長率-2.6%，進口增長率-6.6%。全球貿易整體萎縮，我國出口也將長期面臨挑戰。7
月中國製造業 PMI 新出口訂單指標回落至 49.0，預計 7 月出口同比-2.6%。7 月以來煤、鋼等主要
大宗商品價格普漲，但國際油價大幅回檔，發改委下調成品油價格，PMI 進口指標雖小幅反彈但仍
在收縮區間，預計 7 月進口同比-6.6%，貿易差額持平至 480 億美元。
預計 7 月新增信貸 10000 億，社融總量 1.34 萬億，M2 增速 11.5%。儘管近兩月地產銷售降溫，但
前期高銷售量仍將對居民中長貸產生滯後的提振作用。非居民中長貸方面，企業整體融資需求依然
疲弱，7 月地方債發行大降至 4000 億，對存量信貸衝擊減小。但一般經歷 6 月的短暫寬鬆後，7 月
信貸會季節性回落，預計 7 月新增信貸 1 萬億人民幣。7 月票據監管仍將衝擊表外融資，企業債淨
融資規模約為 2500 億，全月新增社融總量預計在 1.34 萬億。去年 7 月份受救市因素影響，M2 增
速大幅飆升，考慮到高基數，預計 7 月 M2 同比下降至 11.5%。
預計 7 月 CPI 同比增長 1.7%，PPI 同比-1.7%。近期全國暴雨漸緩，菜價也回歸穩定，但豬價仍跌，
對 CPI 同比將構成重要拖累。預測 7 月 CPI 食品價格環比-0.2%，同比降至 1.7%。7 月以來大宗商品
價格普漲，預測 7 月 PPI 環漲 0.2%，PPI 同比降幅有望繼續縮窄至-1.7%。通脹僅是短期風險，而長
期將重新面臨通縮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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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市導航
保險：NBV 增速將超預期，配臵價值顯現——保險行業 2016 年半年報前瞻
中報業績前瞻：淨利潤下降，NBV 增速超預期。1）淨利潤同比大幅下降，符合市場預期。預計國
壽、平安、太保和新華上半年淨利潤同比分別增長-65%、5%、-46%和-50%。2）2 季度淨資產環比
穩中回升，預計國壽、平安、太保和新華上半年末淨資產較年初分別增長-3.3%、7.7%、0.6%和0.3%。3）保險公司新業務價值增速預計遠超預期，國壽、平安、太保、新華上半年 NBV 預計同比
大幅增長 50%、45%、45%和 20%。
利潤下降的主要因素：投資收益大幅減少、傳統險準備金折現率下調。1）上半年，利率下行疊加
股市低迷導致投資收益大幅減少。保險公司資金運用收益同比下降 42.32％。資金運用收益率 2.47
％，同比下降 2.69 個百分點。2）750 天移動平均國債收益率在 2016 年大幅下移，使得傳統險準備
金折險率下調，從而導致準備金多提，稅前利潤相應減少。3）利潤下降是由市場環境外生因素和
去年高基數所導致的，屬於中短期現象，且易被市場充分預期。
壽險新業務價值增速預計遠超預期。1）2016 年上半年預計國壽、平安、太保、新華 NBV 增速分別
為 50%、45%、45%和 20%；個險新單（不含萬能險）增速預計分別為 65%、40%、71%和 30%。2）
新業務價值高增長的驅動因素包括：1 工業經濟下行與保代考取消導致增員難度下降，代理人較年
初繼續大增；2 上市保險公司強調內涵式發展，加強代理人培訓與考核，有效提升代理人品質與人
均產能；3 上市保險公司推進價值轉型，產品價值率保持穩定；二季度嚴格停售高預定利率與高現
價激進型產品，負債成本下降；4 太保、平安等保險公司推進客戶經營轉型，進行精准行銷與個性
化服務；5 低息環境降低保單銷售難度。
產險承保利潤率預計小幅上升。上半年上市產險公司保費增幅整體略有提升，預計中國財險、平安
產險、太保產險綜合成本率分別降至 96%、95%和 99.5%。
監管政策推動保險業長期健康發展。1）償二代推動投資的風險導向和產品的價值轉型。2）限制中
短存續期產品終結了“資產驅動負債”激進模式。3）險資運用市場化改革有利於投資收益率的提
升。4）商車費改有利於車險承保盈利改善。
估值歷史低位，中報存在超預期的可能性，配臵價值顯現，推薦中國太保和中國平安。市場對於利
差收窄和利差損風險已經充分反應，悲觀預期或將改善，而低息環境下，保險產品吸引力顯著增強，
保單銷售持續好轉，個險新單保費和新業務價值增速仍會較快。
不確定性因素。權益市場下跌導致業績與估值雙重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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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媒：《綜藝節目專題報告（一）總論篇》
綜藝節目是一種娛樂性的節目形式，通常包含了許多性質的演出，例如音樂、舞蹈、雜技與搞笑等
類型。
網路綜藝產能爆發：根據六大視頻網站已經上線和計畫上線的網路綜藝統計，2016 年的網路綜藝
總數量超過 93 檔，其中還不包括視頻網站開放計畫中產生的 PGC 網路微綜藝。
網路綜藝播放量可觀：依靠專業的製作團隊、高額的製作成本，生產更加豐富有趣的內容，數量呈
幾何倍數增長。據年初行業資料顯示，新增的 26 檔節目總播放量就高達 63.06 億次，全網排名前
20 的網綜播放量更是累計達到 73.49 億，而同期的電視綜藝卻遭遇了收視率下跌。
當互聯網與綜藝節目相遇，互聯網視頻企業的盈利本能與普羅大眾新的娛樂消費需求交織在一起，
網路綜藝迎來了自己的黃金時代。
風險提示：收視率不達預期，節目版權問題。

資訊服務：網路安全行業新一輪洗牌，大型安全廠商平臺化發展是大趨勢
國內方面，南洋股份昨日公告 57 億收購天融信 100%股權，後者是國內老牌安全廠商，在防火牆等
領域較有競爭力，有一定管道優勢。此外，《網路安全法草案（二次審議稿）》公開徵求意見將於
8 月 4 日截止，頂層法案的確立對行業標準確立、生態建設至關重要，協同聯動、共建安全已逐漸
成為一種共識。
國外方面，8 月 2 日，賽門鐵克宣佈完成收購 Blue Coat，合併完成後，新公司將向全球客戶提供一
流的安全防護和雲安全服務。
安全行業新一輪洗牌，大型安全廠商平臺化發展是大趨勢
大型安全廠商平臺化發展，將被收購企業以模組化的形式嵌入自己的平臺，是大趨勢，這在網路安
全行業尤為明顯。因為新收購的標的不僅有利於公司本身的技術提升，更是對原有業務的缺失環節
進行填補。
一方面，眾多的安全細分領域使得老牌安全廠商不可能將有限的資源投入所有領域，以培育試點+
收購的方式是相對比較有效的。這從海外安全巨頭的紛紛轉型和收購佈局中已得到驗證。
另一方面，每次 IT 技術出現一波創新浪潮時相關的安全初創企業便如雨後春筍般爆發，比如 00 年
時的互聯網，現在的雲安全、移動和物聯網安全、工控安全等，這也為安全廠商外延佈局提供了機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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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安全行業又在新一輪 IT 技術的帶動下迎來新的洗牌，行業也將迎來新一輪並購浪潮。對於
國內安全廠商來說，並購不僅是在新安全趨勢下保持自身領先性的重要推動力，也對公司開拓國內
外市場帶來積極意義。
關注標的：中科曙光（完整的雲計算產業鏈）、綠盟科技（專業安全廠商，雲安全落地迅速）、啟
明星辰（專業安全廠商，內生外延高增長）、美亞柏科（電子取證、網路空間監管）、浪潮資訊
（伺服器國產替代）、東方通（基礎軟體龍頭）。
主要不確定因素。IT 安全投入不及預期。

石油天然氣：川氣東送管道公開引資，石化行業混改進一步推進
中國石化公告，經公司第六屆董事會第七次會議審議，董事會同意以中石化川氣東送天然氣管道有
限公司(簡稱“管道有限公司”)為平臺進行公開引資，具體包括：同意管道有限公司本次引資方案，
本次引資完成後，中國石化對管道有限公司的持股比例為 50%。
點評：（1）川氣東送引總投資 626.76 億元，是我國繼西氣東輸工程後又一項天然氣遠距離管網輸
送工程。“川氣東送”管道骨幹起自四川省宣漢縣境內的普光氣田首站，自西向東途經重慶市、湖
北省、安徽省，浙江省、江蘇省，止於上海末站，骨幹路全長約 1702 公里。
（2）我國油氣管道主要集中在中石油、中石化手中，其中中石油天然氣管線在全國總天然氣管線
總長的 70%以上。在改革的大背景下，要求石化行業打破壟斷，引入各類資本的呼聲日益提高。
（3）油氣管道資產盈利穩定、現金流不錯，因而受到資金的青睞。
（4）此次，中石化川氣東送管線公開引資，引入外部資本，與中石油此前幾次引入資本進入天然
氣管道業務類似。通過引入社會資本，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打破壟斷，提升效率。
（5）中石油天然氣管道資產改革舉措回顧。（a）2013 年 6 月，中石油、泰康資產、國聯基金設立
合資公司，其中中石油以西部管道資產作為出資，占註冊資本 50%，泰康資產、國聯基金分別出資
360 億元、240 億元，分別占註冊資本 30%和 20%。（b）2015 年 11 月，中石油公告稱擬將中亞管
道 50%的股權出售給國新國際公司。（c）2015 年 12 月，中石油公告稱，將以中油管道為平臺對東
部管道、管道聯合及西北聯合進行整合，交易完成後，中石油將持有中油管道 72.26%的權益。
（6）關注石化行業改革主線：管制放鬆、平臺整合。管制放鬆，主要體現為在油氣開採、油氣價
格、油氣管網、油氣進口權等領域打破壟斷，引入市場化競爭機制，實現經營效率提升。關注洲際
油氣、新潮能源、泰山石油、勝利股份等。平臺整合，則主要是三桶油對旗下資產進行專業化重組、
平臺化整合。借助上市公司平臺，實現專一資產的整體上市，達到減少同業競爭、提升經營效率、
提升企業價值的目的。關注泰山石油、大慶華科、山東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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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不確定因素。油價回落、石化產品價差下降。

建築工程：推薦白馬，靜待市場趨勢明朗
當前時點建議重點配臵白馬股，靜待市場出現趨勢性走向後再做配臵調整。其邏輯，一是監管新政
使得“轉型”邏輯難以持續強化；二是市場走勢判斷分歧加大，配臵白馬股在策略上攻守兼備。
近期國企改革主題關注度較高，尤其是上海國企改革，通過改革提高管理效率，降低費用率，進而
提高企業盈利能力是建築國企改革主題的中長期邏輯。我們建議在建築行業的國企改革主題投資中，
可以依據兩種思路選股：1）尋找隱性資源較多的個股；2）尋找能夠有持續政策催化的個股。
總體而言，我們建議優選相對滯漲的白馬股，選股邏輯：1）所在細分市場的景氣度：從自上而下
角度看，新興基建領域（軌道交通、海綿城市、地下管廊等）及 PPP（對基建及園林股訂單拉動明
顯）。2）主題催化的可能性；例如近期有望持續發酵的上海國企改革。3）業績與估值匹配性。基
於以上考慮，建議重點關注：隧道股份、鐵漢生態、中國建築、金螳螂、中工國際，此外還有已經
在停牌的寧波建工、蘇交科。
主要不確定因素。訂單推遲風險、回款風險、經濟下滑風險。

華鑫股份（600621）：上海國資“小而美”，改革預期“強而急”
上市公司於 2014 年完成全面退出製造業。2015 年，公司明確了聚焦“智慧產業社區綜合運營商”
的戰略。
項目儲備集中在上海、蘇州。公司的土地儲備有兩塊，分佈在上海青浦和松江，合計約 46 萬平方
米；投資在建項目有 2 個，位於江蘇蘇州和上海浦東；在售的 3 個項目均位於上海，尚未預售。
背靠上海儀電，智慧城市建設經驗豐富。華鑫股份是上海儀電旗下唯一地產上市平臺。上海儀電集
團為智慧城市建設提供整體解決方案，參與智慧城市的運營，建設經驗豐富。
已公告 2017 年之前解決同業競爭問題，等待資產注入。大股東華鑫臵業承諾不參與上市公司參與
競標的專案，且在 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解決同業競爭，相關業務資產注入到上市公司，使上市公
司成為華鑫臵業下屬唯一商務不動產運作平臺。
上市公司旗下儲備的商務不動產項目較多，股東層面上海儀電擁有完整的智慧城市構架體系，儲備
了一批擁有強大引擎的高精尖公司。公司未來有望在智慧產業方面與大股東產業形成協同效應，打
造 A 股智慧園區第一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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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不確定因素。公司智慧園區項目推進不及預期，大股東解決同業競爭、資產注入不及預期。

長江投資（600119）：受益于國企改革、參股金屬交易中心打開利潤增長點
公司實際控制人是上海市國資委。主營業務是以陸交中心為核心的現代物流板塊。具體包括：（1）
跨境電商供應鏈服務平臺業務，為跨境電商提供國內集中採購管理服務；（2）“e 管通”流通領
域標準系統平臺業務，完成跨境電商從配送到推廣的服務；（3）物流擔保業務，與中國出口信用
保險公司深度合作；盤活平臺中小客戶零星不動產、存量資產。
2014 年 12 月公司參股金屬交易平臺，設立上海長江聯合金屬交易中心，未來或為公司最重要盈利
板塊之一。公司參股金融交易平臺有利於進一步強化在智慧流通領域的行業優勢。通過金屬交易中
心，公司能夠結合上海陸上貨運交易中心平臺資源，充分發揮現有的物流、倉儲、礦業資源優勢，
為金屬生產、貿易和投資提供公開的協力廠商平臺，為金屬市場提供交易、資訊、質檢、倉儲、運
輸、保險、結算等協力廠商服務。
公司主營物流業務收入來源穩定，2015 年供應鏈服務營業收入大幅提升，毛利率處於行業內較高
水準。在跨行業投資的戰略下，公司參股金屬交易中心於 2015 年下半年正式運行，顯著提升公司
盈利能力。2016 年第一季度淨利潤占到公司總體淨利潤的 68%。增持評級。
主要不確定因素。交易所運營合規風險，金屬交易市場熱度下降風險。

上海梅林（600073）：內部積極變化多，外乘上海國改東風
上海國企改革主題海通再執牛耳，推薦組合表現強勁，其中【上海梅林】自我們推薦以來已有 10%
漲幅，跑贏大盤 12pct。
堅定減虧+事業部改革改善公司業績。去年公司新管理層上任後，大刀闊斧清理虧損企業，今年以
來，湖北梅林、捷克梅林、榮成梅林、重慶梅林陸續停產。同時，事業部改革效果初現，企業經營
效率大幅提升。
收購 SFF，打造牛肉行業龍頭。預計 SFF 收購進程有望明年初正式完成交割，前期合作和調整已經
展開。我們認為本次收購有利於公司完善牛肉領域佈局，助力公司打造牛肉行業龍頭。
基本面向好，未來或實行股權激勵。上海國企改革東風再起，我們判斷隨著上海自上而下改革進程
的推進，公司未來或有望推出激勵計畫以完善治理結構、激發活力。
主要不確定因素。收購進度不及預期，需求下滑，食品安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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