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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經濟
豬價還能漲多久？——通脹研究系列專題三
2015 年以來，豬價大幅飆升，推動總體通脹不斷回升，在高利潤誘惑下，生豬和母豬存欄卻連續
40 個月下滑，傳統的豬週期貌似失靈了。豬週期失靈背後的原因是什麼？豬價未來走勢如何？對
總體通脹影響又如何？由於豬價對我國通脹走勢影響非常大，所以本專題將重點探討這些問題。
豬週期從正常到失靈。豬週期一般包含跨年度的大週期和季節性的小週期，且二者都會受到貨幣環
境的影響。在大週期下，豬價上漲刺激養殖戶補欄，供給不斷增加後豬價回落，之後供給收縮又推
升價格，再次進入新一輪週期。小週期主要受我國居民消費習慣影響，在一年之內呈季節性波動。
10-14 年這一波豬價和存欄量的變化就非常符合傳統豬週期的特點。但從 15 年 3 月至今，豬肉價格
觸底反彈，從 23.5 元/千克的低點大幅上行至高點時的 32.5 元/千克，而母豬存欄罕見地從 5000 多
萬頭的高點一路下行至當前的 3752 萬頭，生豬存欄量也從 4.7 億頭的高點大幅下降至最低點時的
3.67 億頭。即在價格大幅上行的情況下養殖戶卻在大規模地去產能，豬週期的調節失靈了。
本輪豬週期何以失靈？主動去產能：連年養殖虧損。由於前期高利潤率和政府加大補貼導致產能增
加較多，豬價在 2011 年開始見頂回落。養豬利潤率也不斷降低，且僅虧損狀態就超過了 2 年時間，
大大降低了養殖戶的生產積極性，有的甚至永久性地退出市場，是生豬和母豬存欄下降的重要原因。
被動去產能：環保門檻提高。15 年起，相繼開始執行新環保法、“水十條”等政策，為了達到環
保標準，各省陸續設定禁養區，不斷關停禁養區內的養殖場和養殖專業戶。根據農業部的資料，
2015 年僅 10 個省份的環保禁養政策就影響生豬出欄量 2000 多萬頭，約占全國出欄總量的 2.8%。
環保禁養是 15 年以來存欄大降的重要原因。結構變化：轉型拖累供給。近兩年由於規模化養殖的
改革力度加大以及環保政策的收緊，養豬模式從散養向規模化轉變，且散養戶退出速度較快。但由
於用地審批、專業要求和進入門檻較高，規模化養豬增長速度較慢，所以在養殖模式轉變的過程中，
存欄出現階段性下降。
未來豬價走勢如何？大週期：豬價處於高位，下行可能增大。首先，豬肉的消費需求較為平穩，所
以需求端一般並不會成為主導長期豬價走勢的主因。其次，當前養豬利潤處於歷史最高點，養殖積
極性大幅度提高，且養殖戶對環保政策有更長的反應時間，能繁母豬存欄數自 16 年 3 月開始已經
保持基本穩定，預示產能和供給或已處於築底階段。此外，規模化養殖提高了養豬效率，能在更低
的存欄水準上保證產能。小週期：季節因素主導，短期可能小升。從歷年情況來看，8-10 月期間供
需關係趨於緊張，豬價環比會季節性回升，再加上洪災高溫的滯後影響，豬價短期仍有上行的可能。
但從大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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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看，豬價已經處於高位，即使短期有所反彈，預計力度也會非常有限。
豬價推力漸弱，通脹短期無憂。考慮到季節因素的影響，我們假定未來一年豬價按照歷年平均走勢
來變化。結果顯示，豬價同比增速將從 5 月份高點時的 33.6%一路下行，明年二季度有望達到負值，
對 CPI 同比的推動也將從 0.77 個百分點下滑至負值區間。儘管四季度由於低基數因素，豬價對通脹
的推力會有所增大，但強度或與二季度不可同日而語。而且考慮到長期下行可能較大，豬價對通脹
作用減弱的速度可能還會超出預期。總體來看，由於去年同期食品價格環比漲幅較大，我們預計 8
月 CPI 同比漲幅仍有望小幅下降，3 季度 CPI 有望穩定在 1.8%左右，但 4 季度存在小幅回升的風險。

短期步入震盪，長期依然向好 ——對國債利率走勢的分析
近期債市變化：從上漲到震盪
經濟下行+寬鬆預期，帶動前期上漲。7 月經濟投資資料下滑，信貸社融也超預期跳水，銀行貸款
全是房貸，企業需求低迷。由於經濟金融資料低於預期，市場寬鬆預期再起，做多情緒升溫，基本
面利好下，機構將收益率買下去。
大量配臵資金持續入場。對理財和保險而言，今年有不少非標、協定存款陸續到期，存量到期資金
轉向債市尋找機會；對銀行而言，表內對企業貸款持續下滑，僅房貸一枝獨秀，農商城商行為代表
的資金同樣湧入債市；為了博取收益，不少機構選擇加杠杆、拉久期、博價差策略，使得債市波動
加大。
央行穩資金、控杠杆，債市出現調整。本周資金延續偏緊，14 天以上貨幣利率上行，與大行融出
減少、超儲低位、公開市場投放趨降、回購需求仍大等有關。據悉 23 日央行重啟 14 天逆回購詢量，
此舉雖有助於穩定中短期資金面，防止利率明顯上行，但也將抬高機構資金成本，結合近期公開市
場操作的緊平衡操作，央行或旨在控制債市杠杆。債市受此影響，收益率出現明顯調整。
當前利率還有下行空間嗎？需要基本面與政策配合
1）從基本面看，利率長期仍有探底可能。2002 年、2006 年和 2008 年，經濟基本面下滑和通縮壓
力是導致我國國債收益率低位的主因。長期來看，國內製造業投資受制於產能過剩，在人口紅利消
失後，地產投資下行難以避免，而基建投資只能起到托底作用；而居民收入提升有限，地產對消費
有擠出效應。因此，未來我國經濟增速可能低於 2008 年，利率長期有探底可能。
2）從貸款比價看，當前債券利率與貸款收益匹配。10 年期國債利率與考慮資本佔用和稅收成本後
的貸款收益率應相當。
當前貸款利率在 5.25%左右，對應 10 年國債利率 2.75%左右，10 年國開債利率 3.1%左右。後續債
券利率向下突破，需要貸款利率進一步下行，而這又取決於貨幣寬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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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從理財配臵看，資產負債互相影響。理財資產端的債券收益需要覆蓋其成本。採用 2 倍杠杆率
和 2.2%-2.3%的貨幣利率，估算能夠覆蓋理財收益率的債券利率範圍。當前理財收益率維持在 3.9%，
對應 10 年國開利率為 3.1%，10 年國債利率為 2.73%，後續走勢取決於貨幣利率和理財成本。
4）從期限利差看，目前處於歷史低位。目前 10 年與 1 年國債期限利差在 60bp 左右，低於過去 10
年的歷史均值，接近歷史四分之一分位，處於低位；同時，也與 15 年以來的平均期限利差接近，
相對合理。若要繼續壓縮期限利差，需要明顯的基本面下滑預期和貨幣寬鬆預期配合。
短期步入震盪期，長期仍看好債市
短期存風險點。1）經濟通脹短期平穩，並未明顯失速，而財政政策和 PPP 也有可能發力、托底 4
季度經濟。2）4 季度通脹存短期反彈風險，美國 12 月加息預期仍存。3）央行近期維持資金緊平
衡、控杠杆的意圖愈發明顯，14 天逆回購也可能重啟，短期內降息降准難現，去杠杆也對債市不
利。
短期步入震盪期。結合期限利差、理財配臵和貸款比價，以及基本面和貨幣穩健預期，當前債券收
益率基本匹配我們估算的利率中樞區間。後續債市將步入短期震盪期，短期維持 10 年國債區間
2.5%-2.9%，10 年國開區間 2.8%-3.2%。
長期仍看好債市。但從長期基本面看，我國地產需求難言改善，拐點越來越近；財政收支捉襟見肘，
基建投資也不樂觀，未來經濟下行壓力仍大，今年的 10 年國債利率已突破 08 年 2.7%的低點，
2017 年則有望突破 02 年 2.3%的低點。關注利率向下突破需要的條件：回購利率下調/貨幣進一步
寬鬆、地產銷量負增，以及通脹見頂回落，這些信號若出現則有望帶動債市繼續上漲。

企業大筆囤錢，居民拼命買房——貨幣剪刀差緣何擴大？
貨幣剪刀差創新高。15 年初以來，M1 增速從 2.9%攀升至 7 月的 25.4%，M2 增速則由窄幅波動轉
為下滑，導致 M1 與 M2 增速剪刀差持續擴大，已突破歷史高位。其中，單位活期存款一路走高，
是 M1 增速激增的主因；單位定期存款卻持續下滑，是准貨幣和 M2 增速下滑的主因。
企業大筆囤錢。存款升貸款降，企業存款活期化。企業存貸款呈現兩個現象：一是存款升、貸款降，
反映企業信貸需求疲弱，但其它來源的資金正源源不斷地流入並淤積在企業帳戶中。二是活期存款
增速高於企業總存款增速，活期化趨勢明顯。
企業存款活期化原因：一是定期存款、金融資產收益率下滑，企業持幣成本降低，有更強的意願以
活期存款的形式持有資金。二是實體投資利潤低迷，企業投資意願萎靡。15 年以來內外需求持續
萎靡，產能過剩背景下利潤率低迷，令投資持續滑落。三是銷量上行投資下行，房產企業囤積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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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拼命買房。15 年以來地產銷售大幅走高的背後，是居民財富配臵的“再地產化”。理財產品
收益率下降令存款向金融資產搬家進程放緩，存款利率下行令定期存款吸引力下降，而房價猛漲則
驅使居民再次進入房地產市場，上半年商品房銷售額同比增速超 40%。居民財富配臵“再地產化”
導致居民貸款增速大幅走高，而居民部門加杠杆從銀行大筆舉借資金，通過房地產市場流向了企業
部門，為推高 M1 埋下了伏筆。貸款創造存款，通過高速增長的杠杆，居民的信貸化為了企業的存
款。
企業存款活期化，居民財富地產化。貨幣剪刀差擴大，其核心原因是企業、居民行為模式發生了變
化。企業在大筆囤錢，其結果是企業活期存款增速遠高於定期存款增速，從而推高 M1。居民在拼
命買房，其貸款高增推高了 M1，而存款低增拉低了 M2。這兩個行為的後果，從表像上看是貨幣
剪刀差的擴大，實質則是企業存款活期化、居民財富地產化，而這顯然會導致經濟的空心化，不是
長久之計！

大市導航
電子元器件：Daydream 平臺即將推出，VR 領域持續發酵
事件：8 月 24 日彭博社報導穀歌將在未來幾周中推出 Daydream 虛擬實境平臺，Daydream 將與新款
Android 手機、虛擬實境設備和手柄一同推出。另外，穀歌將與 HuLu（美國第三大視頻網站）合作
為 DayDream 推出一個 360 度全景宣傳視頻，DayDream 將成為穀歌綜合型商店和用戶的 VR 資源平
臺，屆時配合手機和 VR 頭顯即可使用。
觀點：1、Daydream 是 Google 推出的基於移動終端的綜合型商店和用戶的 VR 資源平臺，有望掀起
VR 屆新一輪革命。
Google 最早在 2016 年 5 月份的 I/O 大會上推出 VR 新設備 Daydream，Daydream 整套包括三個部分：
智慧手機+頭戴設備和手柄+App。搭配 Android 智慧手機，Daydream 能夠提供完整的視覺化介面並
且支援 App 內購，同時也支持 Youtube 上的 360 度視頻，未來有望跟更多的 CP 方合作導入更多優
質內容與應用。我們看好 Daydream 基於移動端的新型生態模式，未來或將憑藉廣泛的參與廠商、
創新的平臺模式打造成為 VR 技術的主導介面與粘性平臺。
2、Daydream 的發佈有望加速 VR 技術的滲透，點燃 VR 板塊的行情。Daydream 合作方多且系統開
放，生態內容、應用更加豐富，另外，新版 Android 系統有望相容 Daydream 平臺，Daydream 對手
機的高性能要求讓手機廠商也能分享到 VR 盛宴，手機廠商、內容與應用提供商都有動力去推動
Daydream 的推廣，VR 技術滲透或將加速！
3、國內 VR 企業也有望分享 VR 加速普及的盛宴，關注國內相關個股：（1）FB Oculus Rift & Sony
PS VR 獨家代工企業歌爾股份；（2）暴風科技——“硬體+內容+資本+管道”完整 VR 生態鏈；
4

（3）勁勝精密（300083）——獨家供貨 HTC Vive 塑膠外殼結構件；（4）聯創電子（002036）——
高端光學鏡頭有望切入 VR 眼鏡及頭盔供應鏈中；（5）擁有 LCOS(矽基液晶)封裝玻璃技術的水晶
光電。
風險提示：技術進展不達預期

貴研鉑業（600459）：公司業績同比上升
上半年內公司營業收入 45.9 億元，同比增長 60.99%；淨利潤 4373.58 萬元。實現歸屬于上市公司股
東淨利潤為 4095.61 萬元，同比增長 4.15%。公司業績的變化主要由以下兩點原因:1、營業收入的增
長主要是因為貴金屬特種功能材料及貴金屬貿易等業務增長。2、本期管理費用大幅增加 22.15%，
主要原因是公司承擔的國家科技計畫項目結轉的項目開發支出進入本期所致。（導致公司本期扣非
淨利潤同比減少 30.86%）同時需要注意的是，公司定增專案進展順利，募集資金已全部使用完畢。
機動車催化劑產業升級建設目前正進行驗收和試運行，預計公司貴金屬新材料業務收入還將大幅提
升。（本期增加 50.35%）
風險提示：項目不達預期

建發股份（600153）：雙主業全面轉型升級，A 股中的滄海遺珠
“供應鏈運營+房地產”雙主業格局，估值優勢明顯。公司控股股東為建發集團，實際控制人為廈
門市國資委。目前，公司所從事的主要業務分為兩大板塊，即供應鏈運營業務和房地產開發業務。
2015 年，公司兩大主要版塊的經營規模實現了逆勢增長，實現營業收入 1280.9 億元，同比增長
5.9%；實現淨利潤 35.6 億元，同比增長 5.6%；實現歸母淨利潤 26.4 億元，同比增長 5.4%。通過與
可比公司相比，我們發現公司 PE 排名墊底，具有估值優勢。
供應鏈運營向海外擴張，發展供應鏈金融服務。在國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公司適時將發展重點調
整為海外。2014 年，公司國際貿易收入首次超過國內貿易，2015 年，國際貿易收入占比達到 53.8%。
同時，公司積極發展金融服務業務，主要包括融資租賃業務和保險代理業務，成為集貿易結算、協
力廠商物流、金融服務、資訊服務和方案策劃為一體的供應鏈運營商。
轉型升級“房地產+”，佈局衣食住行購。房地產行業整體增速放緩，從黃金時代進入白銀時代。
公司積極進行戰略轉型，建發房產將企業戰略升級為“城市資源整合供應商”，將利用自身和集團
資源優勢，為客戶的衣食住行購，提供全方位的服務及生活便利。聯發集團也正朝著“房地產+”
模式的轉型升級大步向前，已經開始深入與房子相關的產業鏈的融合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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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資產豐富，對上市公司業務形成有效協同和支撐。集團積極佈局金融服務業務，或將對公司發
展供應鏈金融起到良好的協同作用；公司轉型佈局衣食住行購，集團旅遊酒店資產優質。公司房地
產業務積極轉型，依託集團優質資產，打通各板塊聯繫，實現高效流轉。未來，若公司戰略升級順
利開展，集團酒店、旅遊等優質資產可以起到有效的支持作用。
盈利預測：公司估值優勢大，大股東增持是強心針。預計公司 2016-2018 年 EPS 為 1.06、1.15 和
1.28 元。通過測算，我們認為公司的合理價值應該為 447 億元，目前公司市值為 346 億元，應該有
31%左右的漲幅，對應目標價為 15.79 元。
與此同時，我們看到公司控股股東今年 4 度增持公司股份，共增持 2607 萬股，占公司總股本的
0.92%，表現出大股東對於公司未來持看好態度。因此，我們給予公司“買入”評級。
風險提示。房地產政策持續收緊，宏觀經濟下行超預期，公司轉型不及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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