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年 10 月 17 日
策略
多了些陽光
1）積極因素望推動市場波幅向上擴大。利空不跌說明前期市場已經 Price in。類比今年 5 月中下旬的行情，
4 月中 3097 點回撤以來主要利空是擔憂國內供給側改革對經濟的傷害、美聯儲加息對人民幣匯率的影響，5
月中開始中微觀資料已經顯示經濟增速回落，美元走強背景下人民幣已經緩慢貶值，但市場卻橫盤而未跌破
2800 點，說明擔憂的利空很大程度 Price in 了，最終市場從 2800 點逐步漲到 3140 點。國慶前市場擔憂的利
空主要是國內地產調控、人民幣匯率及美聯儲加息、義大利憲改公投等。現在國內地產調控已經落地，美國
利率期貨市場隱含的美聯儲 12 月加息概率已經高達 69.5%，說明預期也已比較充分。需要跟蹤 12 月中美聯
儲是否加息，重點看議息會議聲明是鴿派還鷹派。1 月底《A 股見底了嗎？》就提出 2638 點是底部區域，市
場從單邊下跌演變為區間震盪，目前看市場仍在震盪蓄勢期。上證綜指從 1 月底 2638 點以來，到目前為止
已經有 9 個多月在 20%內震盪，5 月底以來振幅僅 11%，7 月底以來振幅僅 5%。對比歷史，從窄幅波動的持
續時間來看，目前基本達到了歷史極限值，未來波幅向上擴大的概率更大。目前市場積極變化正在發生，地
方地產調控政策密集出臺之後，調結構力度可能加大，14 日李克強總理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持續深化
商事制度改革,更大降低創業創新制度性成本，後續改革、創新力度有望加大。從這個角度看，市場積極變
化望推動市場短期向上突破，但未來走勢仍需跟蹤 12 月美聯儲是否加息及國內政策變動。
2）地產調控後，風格已經發生變化。地產調控會影響地產鏈行業基本面，從而促使市場風格變化，機構調
倉。2005-08 地產調控時期，經濟增長非常強勁，調控旨在控制房價上漲速度，地產鏈基本面本身優異，股
價影響不大；2010-11 年、2013 年地產調控，房地產銷售、投資增速均出現了回落，地產鏈相關行業表現較
差。2010-11 年地產調控政策出臺期間，基金持倉中地產產業鏈（地產、建材、鋼鐵、煤炭、有色等）占比
從 15.6%降至 12.3%；2013 年地產調控政策出臺期間，地產產業鏈占比從 16%下降至 5.6%，TMT 行業（電子、
通信、傳媒、電腦等）占比從 7.6%升至 21.4%。本輪地產調控後，從上周的行業表現來看，風格已經悄然變
化，從地產鏈逐步轉向業績及改革等熱點：地產鏈（地產、家電、有色、建材）等行業漲幅靠後；除 PPP
帶動的建築、機械行業外，TMT、軍工等成長行業表現更優。
3）應對策略：仍在可為期。市場中期仍是震盪格局，業績仍為選股的重要依據。年初至今的震盪市中，估
值適中（PE20-50 倍），淨利潤增速較好（大於 20%），估值與業績匹配度（PEG 0-2）較佳的股票漲幅更好。
市場在 16 年又重回業績主導行情。地產政策收緊後，此風格特徵會更明顯。消費+成長仍然值得關注。主題
方面關注國企改革的進程，尤其是混合所有制改革方面的突破，重點關注上海國改。
風險提示：經濟增速下滑超預期、人民幣大幅貶值、房價大幅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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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市導航
紡織與服裝：人民幣持續貶值，利好出口型紡服企業
事件：10 月份以來，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出現四連跌，10 月 10 日，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跌破 6.7 關口，10
月 13 日，報 6.7296，較 9 月 30 日 6.6778 下調 518 點，四日貶值 0.78%；較年初 6.5032 大幅下調 2264 點，貶
值幅度達到 3.48%，創自 2011 年來的新低。參考海通宏觀的觀點，9 月進出口跌幅擴大，近期英國硬脫歐風
險上升、美聯儲年末加息概率提高，美元指數大幅飆升，再加上 9 月外儲繼續下降，人民幣貶值壓力依然較
大。
人民幣貶值利好出口型紡服企業。對於紡織服裝板塊的加工製造類企業而言，業務中出口占比較高，人民幣
貶值將會對紡企產生一定的利好。一方面，出口訂單基本以美元結算，人民幣貶值，美元計價的訂單兌換成
人民幣的價格將會提升，帶來收入端的增長；另一方面，出口型公司會保存有一定的美元淨資產，匯率貶值
將帶來一定的匯兌收益。長期來看，要素成本上漲背景下紡織服裝企業競爭力減弱的情況有望伴隨著人民幣
貶值而得到改善，帶來訂單量以及中國紡企在國際市場競爭力的提升。
人民幣貶值對於出口型紡服企業的彈性測算。根據上述假設，梳理紡織服裝板塊 80 家上市公司，剔除涉及
重組、借殼上市的個股，以及利潤率為負、出口收入占比不足 20%的企業,紡織服裝板塊中人民幣貶值帶來
的業績彈性排名前十分別為：華紡股份（497.30%）、華升股份（168.82%）、申達股份（101.46%）、嘉欣
絲綢（88.84%）、華斯股份（84.15%）、鳳竹紡織（75.76%）、龍頭股份（56.20%）、金鷹股份（53.10%）、
孚日股份（29.69%）、美欣達（28.21%）。總結來看：人民幣貶值帶來的業績彈性主要來源於訂單折算收益
部分，匯兌損益的影響相對較小。淨利潤率越小、出口占比越高，持有的美元淨資產的量越大，所帶來的業
績彈性越高。
建議關注：根據人民幣對於公司業績彈性的測算，結合公司基本面情況，建議重點關注：申達股份、聯發股
份、華孚色紡、魯泰 A、健盛集團、百隆東方等相關標的。其中，申達股份出口占比 70%，貶值彈性大，公
司向高附加值、高毛利業務轉型的戰略方向清晰，基本面有支撐，定增有望增厚業務。國企改革預期強烈，
定增底價低，大股東大比例認購，存在一定支撐；聯發股份，全產業鏈經營的龍頭企業，競爭優勢明顯，市
值小、估值低、高股息率，存在一定的第二主業預期；華孚色紡，行業景氣度高，受益棉價上漲、人民幣貶
值及新疆補貼，業績彈性大。打造柔性供應鏈，有望成為產業互聯網化典範。定增底價 12.62 元/股，存在一
定倒掛。
風險提示。海外復蘇不達預期，國內零售市場持續低迷，終端需求不振；行業運營成本持續攀升；行業競爭
加劇；棉花市場需求不達預期，政策變動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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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風向有利，加配高端白酒啤酒及滯漲股
1） 上周板塊跑贏指數初步印證第四季度樂觀預測。上周上證綜指、深證成指和創業板指數分別上漲 1.97%、
1.82%和 2.06%，而食品飲料板塊上漲 2.31%，龍頭貴州茅臺上漲 5.84%。板塊熱度上升後前期漲幅較小
的中小市值股票更為活躍，佔據漲幅前十位，平均漲幅超過 10%。
2） 我們認為第四季度市場風格與行業基本面均有利，市場風格是主因。海通策略認為，國慶期間地產調控
利空房地產產業鏈及銀行等相關行業，利好消費股和白馬股。自下而上看，食品飲料也具備上漲基礎：
①板塊 7 月中旬以來持續調整已有 3 個月，跌幅超過 10%；②考慮估值切換因素，估值吸引力上升；③
第四季度是消費旺季，基本面利好增多。
3） 分子行業看，高端白酒、啤酒具有板塊投資效應。高端白酒中報品質相對優異，第三季度各大品牌量價
齊升鞏固復蘇趨勢，第四季度進入旺季利好偏多。啤酒行業戰略升級拐點今年確立，華潤啤酒、百威、
重慶啤酒等龍頭中報利潤增長強勁，8 月銷量轉正結束 25 個月下滑，三季報預計量價雙增超出預期，低
基數致趨勢至少延續至明年第二季度。
4） 分主題看，低估值、高分紅、國企改革均值得關注。除上述兩個成長性突出的子行業外，我們認為隨著
板塊整體關注度再次提高，各類主題性投資機會也將顯現，有望重現與今年第二季度類似的配置型、抗
通脹、高股息等不同需求疊加式行情。
5） 投資策略：各取所需，加大配置。今年以來我們一直強調結合市場風格和行業基本面判斷食品飲料行情
持續性，地產調整再次將食品飲料推向投資“風口”。推薦價值組合：貴州茅臺、五糧液、洋河股份、
燕京啤酒、伊利股份、雙匯發展；成長組合：瀘州老窖、古井貢酒、重慶啤酒、金禾實業、雙塔食品。
風險提示：經濟下滑拖累消費、國企改革進度緩慢、食品安全問題。
有色金屬：底部品種最有吸引力
9 月國內基本金屬同環比現複產跡象，需求無明顯好轉，震盪可能性大。鎢反彈（成本附近，惜售致反彈）。
LME 鈷價震盪上行。10 月標的動態跟蹤—盛屯礦業：大股東持有成本不斷提升。株冶集團：行業盈利最底
部。洛陽鉬業：短期催化 10 月 20 日擬收非洲銅鈷礦，現有小股東優先受讓權時間截止。雲海金屬：業績持
續向好。南山鋁業和貴研鉑業：底部和需求向好。
風險提示：中國 A 股回檔風險導致估值下降。
合規提示：自營（約定購回式證券交易專用證券帳戶）持有【600711 盛屯礦業】超過總股本 1%。
農業：周觀點：自下而上選股，推薦登海種業、中糧屯河
1）核心觀點：自下而上選股，推薦登海種業、中糧屯河。進入三季報密集發佈期，加上市場交易清淡，投
資者風格越來越偏向基本面，風險偏好明顯下降。由於市場風格切換，加上農業板塊缺乏整體的趨勢性機會，
我們仍建議積極配置基本面良好、有估值支撐的個股，首選登海種業，其他建議關注中糧屯河、禾豐牧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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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登海種業：登海 605、登海 618 都處於成長期，而在黃淮海區域內推廣的老品種鄭單 958、浚單 20 正在
加速下滑，公司面臨 10 年以來最好的競爭格局。新的銷售季度我們預計 605 推廣面積將增長 40%以上，618
增長超過 100%，加上老品種先玉 335 較為穩定，預計 16-17 年公司整體業績增速都在 30%左右，加上在綠色
審定通道制度下，明年會有一系列新品種推出，公司的產品梯隊越發完整，持續穩健的業績增長可以預期。
9 月份登海 605（將子公司預售的登海 605 一併計算，本銷售季度登海先鋒和登海道吉在指定區域被允許銷
售登海 605）的預收款同比增長 30%，主要子公司預收款同比翻番。公司 PE 16 年為 30 倍，正常估值區間
25-35 倍，仍有投資吸引力。
3）中糧屯河: 9 月 28 日，國家發改委召開國企混改會議，明確將東航集團、聯通集團等央企列入第一批試
點單位。受此消息提振，中字頭企業股價表現強勢，中糧屯河同樣受到帶動。中糧屯河是我們近期一直強調
的中糧集團改革重點標的，核心原因是中糧集團的改革在提速。對於中糧屯河而言，改革不是簡單的主題炒
作，而是基於糖業整合大背景下公司能夠抓住的一次重大機遇。根據公司關於同業競爭的承諾，我們預計未
來集團可能會將中糧農業旗下的四家巴西糖廠注入公司，同時將公司持有的屯河水泥股權和部分番茄醬資產
置出。在集團糖業資產不斷注入之後，中糧屯河將成為經營形式最完整的糖業公司，覆蓋壓榨、加工、進出
口、國內外貿易各個環節。在未來中糧集團的整體上市進程中，中糧屯河或將進一步與集團旗下的糧油貿易、
加工業務整合入統一平臺，預計將實現更大的協同效應。伴隨著糖價上漲，公司業績逐步兌現，已發佈前三
季度預增公告，預計實現淨利潤 3-3.3 億元，同比增長 300-350%。
4）禽養殖調整基本到位，關注反彈機會。仙壇股份、益生股份先後上調三季度業績預測，聖農發展小幅下
調業績。禽養殖板塊近期回檔明顯，苗價和毛雞價格都較弱，雖然父母代雞苗供給下降明顯，報價再創新高，
但我們認為，增量資金的進場配置可能需要商品代苗價或肉價大幅上漲的配合。從目前來看，價格大幅上漲
的跡象並不明顯。另一方面，引種減少導致白羽雞行業供給端緊縮的邏輯沒有變化，祖代雞的短缺最終將會
傳導至毛雞環節。時點上，我們判斷明年一季度雞價可能會出現比較明顯的反彈。禽養殖板塊前期跌幅較大，
繼續下行空間非常有限，短期震盪。建議 11-12 月份佈局，等待來年反彈，禽鏈上市公司聖農發展、益生股
份、民和股份、仙壇股份均有機會。
風險提示：農產品價格大幅下降。
通信設備：周觀點：中國聯通奏響央企混改強音！
1）中國聯通奏響央企混改強音：央企改革主題伴隨中國聯通集團混改 10.9 的公告進入實質階段，而中國聯
通的“運營商+互聯網”的大概率混改方向有望迥異於此前的央企 1+1 簡單合併同類項的改革模式，預期實
現增量突破，中國聯通也有望成為央企改革的典範，中國聯通予以重點推薦，給予“買入”評級！
2）5G：光通信、射頻器件及天線、小基站迎來新機遇。2018-2019 年完成國際標準制定與凍結、2020 年正
式推動試商用，5G 將為車聯網、VR/AR、全息等應用場景普及帶來“從理想到現實”的的網路基礎設施保
障。超密集基站組網、大規模天線陣列、寬頻譜是提升 5G 容量的核心點；5G 將從光通信、射頻器件（逐
步整合天線，及應用 MiMO 多天線技術）、小基站等三個方向帶來重要投資機會，部分 5G 技術將提前在現
網使用。
a）光通信行業仍作為四季度首推方向。2016 年，我們主推的光通信板塊氣勢如虹，我們也從“流量爆發、
運營商網路容量危機”、“剩者為王、競爭格局優化”、“光通信產業鏈的中國崛起”等多視角發佈光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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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研究，5G 更將迎來數量級差別的流量洪峰。光通信，繼續首推光器件、光網路設備產業鏈，首推光迅
科技、烽火通信，其次新易盛、中興通訊，關注中際裝備（收購蘇州旭創）；光纖光纜，推薦亨通光電、中
天科技等光棒光纖一體化龍頭，關注港股長飛光纖。
b）射頻器件及天線方向，重點關注武漢凡穀，其次關注通宇通信、盛路通信、港股摩比發展等；小基站方
向，關注港股京信通信。過去軍用為主的高頻射頻器件市場迎來民用市場（5G 以高頻段為主）的新機遇，
智慧終端機濾波器的高頻領域因 5G 帶來重要增量市場，該領域關注本土企業麥捷科技、順絡電子未來在該
領域的突破進程。
3）雲計算：私有雲、混合雲國內市場快速發展，管道領先、技術領先雙重佈局推薦管道領先的神州數碼，
雲計算技術領先、圍繞雲計算產業佈局完整、位於底部的紫光股份。同時受益雲計算產業和流量高增長的
IDC&CDN 領域，推薦網宿科技、華星創業、科華恒盛，關注高升控股、光環新網。
4）軍工通信、物聯網、國企改革和流量經營四季度預期仍是值得關注的主題投資方向。軍工通信重點推薦
海防資訊化龍頭海蘭信。物聯網關注感測器、工業及水務領域等應用場景及平臺型公司，推薦神州泰嶽、宜
通世紀，關注三川智慧等。國企改革，圍繞資產整合和混合所有制為核心，通信行業央企序列方面推薦中國
聯通、南京熊貓（停牌，CEC 旗下），關注傑賽科技（CETC 旗下）、東方通信、號百控股；地方國資序列
推薦星網銳捷（停牌），關注烽火電子。流量經營關注具備運營流量交易平臺能力的 SI 服務提供者及有先
發優勢具備一定用戶基礎的其他協力廠商流量交易平臺公司，建議次序關注茂業通信、創意資訊、夢網榮信、
高鴻股份，以及通鼎互聯、吳通控股。
5）10 月份行業組合：光迅科技、烽火通信、神州數碼、海蘭信、中國聯通、華星創業、網宿科技、神州泰
嶽、亨通光電、信威集團。
風險提示。市場的系統性估值波動。
資訊服務：周觀點——從 GPU 到生物識別，人工智慧投資的演進與節奏
1） 上半年主推了 GPU，是下一代基石型的 IT 架構基礎
GPU 快速的平行計算能力，將快速取代 CPU 的計算功能。當下一個時代，大規模的資料以及需要快速計算
的時候，GPU 將廣泛應用。15 年下半年以來，NVIDIA 股價的持續創新高（從 20 元到 66 元），充分說明了
資本市場對 GPU 作為人工智慧基石的看好。今年上半年我們敏銳抓住了 GPU 作為人工智慧深度學習核心硬
體端的新需求，引領了 A 股市場 GPU 投資風潮，重點推薦了景嘉微。
2） 下半年主推了生物識別，資料收集打響人工智慧前哨戰
今年下半年，我們認為，行業投資邏輯逐漸向行業應用過渡，而任何行業的興起，資料收集是第一步，正如
攝像頭之與安防產業。而生物識別，作為生物特徵收集和感知的重要終端載體，將成為人工智慧產業爆發的
前哨戰，主推了遠方光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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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而主要的投資機會來自三個細分市場：
a）指紋識別產業，主要是產業鏈上的國產晶片替代機會，以及指紋識別下游行業系統級應用。
b）人臉識別產業，是目前生物識別系統級應用的發展階段下最有機會的產業，從下游用戶來看，最核心的
顯然是演算法和人臉識別系統方案商，而這兩點正對應行業兩個核心競爭力——技術和客戶資源。
c） 有望成為手機下一代重要配置的虹膜識別產業。
重點推薦的遠方光電已從當初 6 月份剛推薦時的 19 元漲至最高 29 元，漲幅超過 50%。我們認為，公司在智
慧光電檢測領域擁有較為完善的產品線佈局，主營產品的收入一直穩定增長。公司積極推進外延發展戰略，
以檢測設備為基礎著力拓寬應用場景，通過投資並購延伸到生物識別人工智慧、醫療基因測序和系能源汽車
等領域，持續實現新增長點，未來業績有望向好。
4) 策略：突出雲計算、人工智慧和 IT 安全
a） 雲計算，IaaS 層國產化運營成定局，看好浪潮資訊、雲賽智聯、易華錄和網宿科技，移動端看好通鼎互
聯，關注創意資訊。b）人工智慧目前最看好生物識別，推薦遠方光電和佳都科技。c）金融科技 Fintech
圍繞 IT 與金融創新展開，關注奧馬電器和同花順。d）虛擬的網路戰爭已經開始，IT 安全有更大的彈性。
推薦綠盟科技和中科曙光。e）無人駕駛看好四維圖新和中海達。
風險提示：短期市場波動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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