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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經濟
CPI 繼續回落，通脹壓力緩解——7 月物價資料點評
2016 年 8 月 9 日，國家統計局公佈 7 月通脹資料，CPI 同比回落至 1.8%，PPI 同比回升至-1.7%。我
們的觀點是：CPI 繼續回落，通脹壓力緩解。
7 月 CPI 繼續回落。7 月 CPI 同比 1.8%，連續三個月回落，環比上漲 0.2%。雖然強降雨推升鮮菜價
格，但豬價續跌且基數較高，鮮果蛋價續降，食品類繼續走弱；假期因素推動非食品季節性上漲。
食品價格同比降至 3.3%，非食品同比升至 1.4%。
8 月通脹有望再降。8 月以來豬價繼續下跌且基數仍高，菜價雖回升但幅度較小，且暴雨、洪災對
總體通脹的影響有限，預計食品價格同比續降，非食品微升，8 月 CPI 同比或繼續降至 1.7%。
7 月 PPI 再度回升。7 月 PPI 同比下降 1.7%，較上月-2.6%降幅繼續縮窄，環比 0.2%，主因有色加工、
黑金采選、黑金加工業價格由跌轉漲，有色采選、紡織業價格漲幅擴大，油氣、煤炭開採等價格續
漲。
8 月 PPI 繼續改善。8 月以來煤、鋼價格繼續上漲，但油價大幅下調，預測 8 月 PPI 環比下降 0.1%，
但在低基數效應下 PPI 同比降幅有望繼續縮窄至-1.1%。
通脹壓力緩解，貨幣趨於中性。當前豬、菜價格對通脹的推動均減弱，通脹壓力短期緩解。上周央
行貨政報告特別提到降准對匯率的潛在衝擊，且指出要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從量價兩個方面
保持貨幣金融環境的穩健和中性適度，意味著短期內貨幣政策將趨於中性。

美股，牛在哪裡？
核心結論：①美股近期再創新高，09 年來牛市漲幅 2/3 源於盈利，1/3 源於估值，牛市源于長期寬
鬆貨幣政策，貨幣政策轉向後業績支撐牛市前行。②漲幅居前的行業基本面更優，可選消費和資訊
技術受益於移動互聯網浪潮顛覆傳統商業模式，工業高增長源於再工業化政策和葉岩氣革命，醫療
保健的增長動力來自科技創新和人口老齡化加速。③過半十倍股來自納斯達克板塊，牛市中其市值
中值從 5.6 升至 15.2 億美元，PE 中值從 29.4 降至 25.4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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驅動本輪美股牛市的因素有哪些？（1）美股本輪牛市漲幅 2/3 源於盈利，1/3 源於估值。雖然回購、
分紅也對牛市漲幅有貢獻，但從重要性看估值和業績是主要貢獻因數。以標普 500 為基準，09 年
至今標普漲幅高達 193.4%，EPS 指數漲幅為 74.7%，PE 提升 37.3%，大致看盈利對牛市漲幅貢獻度
為 67%，估值貢獻度為 33%，歷次牛市說明美股牛市的誕生離不開基本面的改善。（2）長期寬鬆
貨幣政策推動本輪美股牛市走遠。08 年金融危機後，全球央行進入到大放水模式，全球主要市場
股債紛紛走牛。美股歷次牛市啟動均有貨幣大寬鬆背景，其不僅從分母端改善企業估值，也從分子
端改善企業業績，兩者共同驅動美股走牛。（3）貨幣政策轉向後業績繼續支撐牛市前行。在寬鬆
貨幣政策生效後，美聯儲貨幣政策開始轉向，但美股牛市並未終止，因為分母端的估值雖惡化，但
分子端的業績仍會保持良好態勢，單因數仍可驅動牛市前行。
去年 12 月美聯儲雖啟動本輪加息，但當前利率處歷史低位，在全球經濟增幅放緩大背景下美國經
濟尚可，業績仍將繼續支撐美股走完牛市下半程。
哪些行業在本輪牛市中領先？（1）可選消費、工業、醫療保健、資訊技術行業的漲幅居前，其更
多得益於基本面改善。
從 09 年 3 月至今美股漲幅居前的行業有可選消費（392.9%）、工業（309.6%）、醫療保健
（272.6%）、資訊技術（268.1%），估值提升幅度分別為 67.5%、97.6%、92.5%、75.8%，累計歸
普通股東淨利增速分別為 408.1%、158.2%、9.4%、253.7%，牛市期間的漲幅均更多源于業績改善。
（2）移動互聯網浪潮顛覆傳統商業模式，可選消費和資訊技術從中受益。09 年美國提出《創新新
戰略 1.0》，隨後以智慧手機、移動互聯網為代表的新興產業席捲全球，一批海內外互聯網巨頭崛
起，如唯品會等。（3）工業依託“再工業化”政策扶持和葉岩氣革命突圍高端製造業。奧巴馬政
府啟動“再工業化”戰略，葉岩氣革命為再工業化提供能源基礎，期間航空等子行業表現不俗。
（4）醫療保健受益于科技創新和人口老齡化加速而保持較好勢頭。過去 10 年中美國在醫療技術、
生物技術和製藥領域的年均 PCT 專利申請量為 10613 件，遠超英國和日本，加之美國老齡化速度加
快，加大對醫療保健服務的需求。
哪些個股市場表現領先？雖本輪牛市漲幅中樞高於 07 年牛市，但十倍股相對規模未提高。這是因
為在牛市中業績對漲幅貢獻度最大，02 年至 07 年間美國實體經濟繁榮，基本面大幅改善對股價的
提振力度更大。通過分析本輪牛市中的 231 家十倍股，發現其具有以下特徵：超半數十倍股屬於納
斯達克板塊，美股經濟增長越來越依賴於技術驅動；十倍股的所屬行業更多是可選消費和金融，其
大多有業績支撐；十倍股當前市盈率為 25.2 倍，低於啟動時的 29.4 倍，側面反映十倍股業績更優；
十倍股在 09 年 3 月的市值中值是 5.6 億元，低於當時全部美股的市值中值 23.3 億美元。
風險提示。海外金融市場波動，匯率波動，美聯儲加息節奏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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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市導航
航空航太與國防：以史為鑒，歷史上的軍工股
長期看股價波動主要來自利潤的變化，應積極關注未來業績大幅增長的標的。 從 2001 年 6 月至
2016 年 4 月，軍工指數年複合增速 12%；指數 EPS 從 16 增長至 63，年複合增速 10%，指數 PE 從
61 倍增長至 85 倍，年複合增速 2%。指數 EPS 貢獻了大部分成長空間，業績增長成為影響軍工行
業指數長期變動的主要因素。
牛熊市股價波動主要來自估值變化，應積極關注可能發生資產注入、並購重組等熱點催化劑的標的。
在三輪牛市中軍工指數年複合增速達 186%，指數 EPS 年複合增速 25%，指數 PE 年複合增速 135%；
五輪熊市中軍工指數年複合增速-45%，指數 EPS 年複合增速-6%，指數 PE 年複合增速-40%。估值
變化主導著軍工指數的漲跌幅變化。而震盪市期間業績為軍工指數變化的主要驅動力。
重組對於軍工股股價上漲具有積極推動作用，發生重大重組的股票在複牌後往往表現出強勁上漲態
勢。牛市階段重組股票漲幅明顯優於非重組股票，平均漲幅超出未發生重組股票 47 個百分點。震
盪市階段重組股票以微弱優勢強於非重組股票。
在熊市階段，重組軍工股與非重組軍工股無顯著差異。
小市值股票在牛市與震盪市中具有比大市值股票更高的彈性，重組預期更高，漲幅約為大市值組合
的 3.5 倍。小市值股票參與重組事件的概率遠遠高於中大市值軍工股，在牛市與震盪市期間平均年
化漲幅分別超出中大市值組合約 40 和 10 個百分點。關注牛市與震盪市期間的小市值軍工股。
投資建議：以史為鑒，我們發現軍工股具備長期投資價值。小市值和重組概念軍工標的收益在牛市、
震盪市具有相對優勢。我們認為未來 5-10 年軍工行業仍然處於成長期，國家發展軍工最為明確，
軍工股完全具備長期投資價值。關注長期受益于國防建設、未來業績幅增長較為明確、軍工總裝類
的龍頭標的，推薦中航飛機、中直股份和中航動力。對於重組概念標的，關注資產證券化率低和運
作空間相對較大的航太系和電科系，推薦四創電子、衛士通和國睿科技。小市值股票在牛市與震盪
市中，具有比大市值股票更高的彈性，推薦華意壓縮、達剛路機和淩雲股份。
風險提示。小市值股票波動較大，資產重組、國家政策具有不確定性。

建材：華東水泥價格上漲，關注季節性提價帶來的短期板塊博弈機會
7 月大雨洪水導致水泥需求短期抑制，雨過天晴後需求集中釋放，加之杭州 G20 環保限產將影響華
東短期供給。本應於 9 月初到來的旺季有望提前，近日江浙滬主流區域水泥價格計畫提漲 20~30 元
/噸，後續水泥價格有望回到上半年高位水準。重點關注基本面邊際改善較為確定的華新水泥、冀
東水泥、海螺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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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提示：投資超預期下滑，房地產持續低迷。

煤炭：債轉股+供需持續好轉，建議均衡配臵
前 7 月煤炭去產能近 1 億噸，完成全年目標 38%，7 月單月退出產能 2300 萬噸，較上半年月均
1200 萬噸退出量顯著提升。按發改委計畫，我們認為 8-11 月才是煤礦退出的高潮，未來 4 個月產
能預計仍將有 4%的進一步收縮，去產能進入加速推進時期。
《關於鋼鐵煤炭行業化解過剩產能金融債權債務處臵的若干意見》：政府將對資產負債率較高、在
國民經濟中占主要地位的鋼鐵煤炭骨幹企業，支援 AMC 和地方 AMC，按照市場化、法治化的原則，
開展債轉股工作。這印證了我們在 4 月初的報告《債轉股——煤炭盈利改善的又一催化劑》中認為
債轉股更多針對煤鋼行業的觀點：債轉股將帶來企業盈利改善的積極性。
投資策略：供給收縮，需求配合，預計煤價上漲可持續。8、9 月鋼鐵產業鏈提價有望傳導推升焦
煤價格，而 9、10 月份電廠冬季提前補庫存將帶動新一輪動力煤提價，疊加煤炭淘汰落後產能將帶
來成本下行，基本面整體向好。目前板塊整體處於震盪調整時期，建議不分煤種逐步均衡配臵。個
股建議關注：冀中能源，西山煤電，盤江股份，潞安環能，陝西煤業，兗州煤業。
風險提示：去產能進度低於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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