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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經濟
被掩蓋的事實：長期看 A 股賺錢效應強
A 股收益率被低估，傻瓜式投資收益率超巴菲特。①上證綜指低估 A 股真實收益率。從 90 年 12 月
至今上證綜指漲幅高達 29.0 倍，年化漲幅為 14.0%，同期 A 股（流通市值加權）漲幅為 74 倍，年
化漲幅 18.2%。上證綜指低估 A 股真實投資收益率，這是因為上證綜指成分股市值偏大，且在編制
指數時未考慮分紅收入。②A 股傻瓜式投資收益率超巴菲特。口徑一：每年年初買入等額所有 A 股，
此後次年初買入等額去年上市新股，A 股等額投資漲幅為 576 倍，年化漲幅為 28.0%；口徑二：每
年年初買入等量所有 A 股，此後次年初再買入等量去年上市新股，A 股等量投資漲幅為 256 倍，年
化漲幅為 24.0%。A 股等額和等量投資收益率已超巴菲特 21%的歷史收益率，但以散戶為主的投資
者結構決定 A 股的波動性更大，從 90 年至今上證綜指月度漲跌幅的標準差係數為 8.0，同期標普
500 和道指分別為 5.9 和 5.7。
大類資產橫向比較：A 股收益率高但波動性大。①上證綜指年化收益率跑贏全國房價和 10 年期國
債。從 00 年至 15 年全國商品房房價年化漲幅為 5.1%，由於一線城市房產更具投資屬性，以上海
為例，同期房價年化漲幅達 12.0%。以銀行間 10 年期國債到期收益率為考察物件，從 00 年至 15
年年化到期收益率為 3.5%，同期上證綜指為 6.1%，A 股（流通市值加權）為 10.8%，等額投資為
24.9%，等量投資為 22.0%。②上證綜指收益率波動性比債市和房市大。從收益率穩定性看，房市
和債市更有保障，在 00 年至 15 年期間全國房價僅在 08 微跌 1.7%，上海房價僅在 08 年（-2.0%）
和 12 年（-3.7%）微跌，債市保持絕對正收益率，而在過去 16 年上證綜指有 8 年下跌，其中 08 年
跌幅最大，曾達-65.4%。
四類機構投資者年化收益率跑贏上證綜指。①公募基金從 05 年至 15 年年化收益率約為 16.8%。這
高於同期上證綜指年化漲幅 9.8%，略低於 A 股（流通市值加權）年化漲幅 19.3%。這是因為 A 股存
在為數不少的殼公司，一般在實現借殼上市前後殼公司漲幅驚人，但公募基金恐無法參與其中獲益。
②社保基金從 08 年至 15 年年化收益率為 6.6%。同期上證綜指為-4.8%，A 股（流通市值）為 2.3%。
總體上社保基金收益率更穩定，在過去 8 年社保基金權益投資收益率僅在 08 年微跌，其他年份均
有絕對正收益。③保險資管從 10 年至 15 年年化收益率約為 7.1%，收益率更高更穩定。在此以上
市保險公司新華保險和中國太保的收益率為參考基準，以當年權益投資規模為權重，計算得到 10
年至 15 年權益投資年化收益率約為 7.1%，同期上證綜指為 1.3%，A 股（流通市值加權）為 6.2%。
④券商資管從 10 年至 15 年年化收益率約為 17.3%，而同期上證綜指為 1.3%，A 股（流通市值加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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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6.2%。相比以上三類投資者，券商資管收益率波動性更大，在過去 6 年中券商資管權益投資收
益率在 12 年和 13 年均下跌。
風險提示：美聯儲超預期加息，貨幣政策趨緊。

大市導航
電子元器件：加速擁抱新技術時代 “三駕馬車”引領汽車感測器煥發新生
佈局汽車感測器正當時，行業煥發新生，巨大市場機遇。幾十年全球汽車工業的輝煌創造了汽車感
測器這個大市場，但是傳統市場非常穩固，少數歐美日巨頭壟斷市場。2008 年金融危機之後，全
球汽車產業進入加速擁抱新技術和新科技的時代，環保、安全和舒適是汽車行業三大發展方向，新
能源汽車、自動駕駛和車聯網應運而生，漸入佳境。全新的產品和科
技對汽車感測器有著全新的高要求，重要性更加突出，帶來巨大的市場機遇。因此，我們非常看好
汽車感測器的未來，儘管中國企業與歐美日巨頭仍有差距，但是在新興汽車感測器主角——MEMS
方面，中國企業奮起直追，已經形成了完善的 MEMS 產業鏈，中國的汽車感測器企業將在未來的
龐大市場中佔有一席之地。
感測器在汽車中佔據舉足輕重的地位，市場規模巨大，但巨頭壟斷，產業鏈體系相當穩固。幾十年
全球汽車工業的輝煌創造了汽車感測器這個大市場，根據 Strategy Analytics 的預測，全球汽車感測
器市場將以 6.8％的複合年增長率從 2012 年的 169 億美元向 2017 年 235 億美元邁進。但是汽車產
業固有的體系極其嚴格，傳統的汽車感測器市場非常穩固，少數歐美日巨頭壟斷全球市場。
金融危機之後，全球汽車產業進入全面加速擁抱新技術時代。2008 年金融危機之後，全球汽車產
業受到重創，復蘇之後全球汽車產業開始蛻變，進入加速擁抱新技術和新科技的時代。表現為新車
型的推出速度越來越快、新技術的採用更加的廣泛、汽車領域相關專利數量不斷攀升等。而 MEMS
曾被認為只是玩具的新技術開始在汽車領域獲得大規模應用，未來空間仍然十分巨大。
汽車領域環境、安全、娛樂三大需求催生了“三駕馬車”——新能源汽車、自動駕駛和車聯網，帶
動汽車感測器產業進入新的階段。新能源汽車（電動汽車與燃料電池汽車）加大了對溫度、氣體、
壓力、電控等感測器的需求；自動駕駛刺激車身感知類感測器（MEMS 壓力、陀螺儀、加速度計等）
和環境感知類感測器（攝像頭、毫米波雷達、雷射雷達等）的需求；大勢所趨的物聯網最先爆發的
子領域將是車聯網，而車聯網對各類汽車感測器也有著強烈的剛需。
中國汽車感測器產業奮起直追，初具規模，勢必佔有一席之地。儘管在汽車感測器領域，中國企業
與歐美日巨頭仍有較大的差距，但是在新興汽車感測器主角——MEMS 感測器方面，中國企業奮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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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追，在政策和資本的強有力支援下，中國已經形成了完善的 MEMS 產業鏈，中國的汽車感測器
企業將在未來的龐大市場中佔有一席之地。
行業“增持”評級，關注優勢企業。我們看好國內在汽車感測器領域有所佈局的公司，我們建議關
注：蘇奧傳感（300507.SZ）、中航電測（300114.SZ）、蘇州固鍀（002079.SZ）、華燦光電
（300323.SZ）、耐威科技（300456.SZ）、盾安環境（002011.SZ）、振芯科技（300101.SZ）。
風險提示：技術路徑發生變化；行業景氣度劇烈波動；國內公司競爭力不足。

資訊設備：工控安全，砥礪前行
工控安全攻擊正逐漸常態化
2010 年的“震網”病毒攻擊伊朗科工控系統，讓全球第一次認識到了工控安全的重要性，然而 6
年時間過去了，工控安全事件、漏洞呈加速增長趨勢。《2016 工業控制系統漏洞趨勢報告》的資
料顯示，2015 年相比 2014 年，安全性漏洞增加了 49%。截止 2016 年初，全球已發生 300 餘起針
對工業控制系統的安全攻擊事件，融合多種攻擊技術的內部滲透已經成為常態化的攻擊手段。
工控安全影響深遠，砥礪前行
在工業 4.0 和兩化融合大背景下，中國正積極向智慧製造轉型。工控系統原來是相對封閉的系統，
而現在與互聯網相連，等於是敞開了大門。而隨著這一過程的深入，關鍵基礎設施遭受攻擊的面也
將越來越大，設備高危漏洞、外國設備後門、APT、病毒、無線應用等等，只要在工控系統中找到
一個突破口，就有可能直達工控系統的最底層。
可喜的是，我們看到 2016 年以來，中國工控安全市場逐漸有所突破，政府部門組織實施了針對工
控安全的大檢查；工控安全、大資料安全與傳統資訊安全分開，相關工控安全政策、檔、標準也在
陸續出臺。可以預見，保障工控系統安全將會成為企業打造智慧工廠實現智慧製造的核心要素。我
們看好在工控安全方面已經有前瞻佈局的安全企業。
相關推薦標的：綠盟科技、啟明星辰。
風險提示：工控安全拓展不達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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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色金屬：菲律賓或關閉更多礦場
菲律賓是中國最主要的鎳供應國，2015 年向中國輸出 3400 萬噸，2016 年首七個月的輸出量同比減
少 27%。截至目前，菲律賓已暫停 10 個礦場運作，8 個為鎳礦礦場。菲律賓關閉及暫停礦場生產
已令鎳價格在 8 月初升至每噸 11030 美元，創一年高位。
目前，該國仍有 30 個礦場運作，但該國環境及自然資源部長 Regina Lopez 表示，部門在週四公佈
礦場核查結果後，或有更多礦場需要關閉。
風險提示。關停時間不確定。

鋼鐵：基本面向下 政策面支撐
下半年與上半年基本面與政策邏輯換位元。鋼鐵邏輯上半年與下半年截然不同，上半年基本面向上，
但政策向下，包括上調螺紋期貨交易手續費、權威人士講話、發改委講話，使得鋼企盈利和股票行
情提前終止；但下半年基本面向下，而政策向上，包括唐山地震四十周年紀念、G20 會議、環保督
查等，支撐延長了鋼企盈利和股票行情。基本面向下。房地產投資連續 3 個月下降後，8 月反彈，
但更多是 2015 年基數太低的原因，料未來幾個月房地產投資繼續弱化。而供給在環保督查等風頭
過後，粗鋼產量震盪走高，全國 8 月環比 7 月增 2.64%，重點鋼企 9 月上旬日均粗鋼產量環比增
4.56%為年內第二高。基本面與上半年相比，方向早已掉頭。
政策面向上。下半年政策起到較強支撐作用，7 月粗鋼產量在盈利不錯的情況下日均環比下降 6.9%，
政策餘威仍在延續，但從產量看，力度已經降低。
市場重歸供給側改革預期。7 月份在中央層面連續對供給側喊話之後，企業層面、部委層面、地方
政府層面都積極做了回應，比如寶武合併、環保督查、地方密集上報淘汰目標等，加之前期有煤炭
做榜樣，重新喚起市場對鋼鐵供給側改革的預期，鋼股熱度漸升，以致鋼價大幅回檔、盈利大幅下
降中股價仍較為堅挺。這也符合我們看空鋼價但認為股價仍有機會的判斷，目前看鋼股仍有交易機
會。
風險提示。政策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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