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年 10 月 18 日
宏觀經濟
CPI 大幅回升，PPI 首度轉正——9 月物價資料點評
國家統計局公佈 9 月通脹資料，CPI 同比回升至 1.9%，PPI 同比回升至 0.1%。我們的觀點是：CPI 大幅回升，
PPI 首度轉正。
9 月 CPI 大幅回升。9 月 CPI 同比 1.9%，繼 8 月跳水後大幅反彈，環比上漲 0.7%。雖然 9 月豬價繼續回落，
但鮮菜、鮮果、蛋類價格大幅上漲，食品價格環比回升：鮮菜價格環比上漲 10.7%，同比由負轉正至 7.5%；
鮮果價格環比上漲 5.2%，同比由負轉正至 6.7%；蛋類價格環比從 3.5%升至 5.9%，同比跌幅收窄至 4.6%。非
食品同比上升至 1.6%，汽柴油、教育服務和衣著推升非食品走高。
10 月通脹或再升。10 月以來豬價續降、菜價回落，食品價格整體走弱，但由於去年同期基數走低，預測 10
月 CPI 仍將繼續反彈至 2%。
9 月 PPI 首次轉正。9 月 PPI 同比回升至 0.1%，終結近 5 年負增首度轉正，環比升 0.5%。穩增長、去產能、
去庫存的組合政策下，9 月工業品價格全面反彈。根據調查，25 個行業產品價格上漲，比上月增加 8 個；部
分重要工業行業價格漲幅明顯擴大，其中煤炭開採和洗選、化學原料和化學製品製造業價格環比較上月分別
擴大 3.9 和 0.4 個百分點；部分工業行業價格由降轉升，石油和天然氣開採、石油加工業價格環比由上月下
降轉為本月分別上漲 4.0%和 3.2%。
10 月 PPI 繼續回升。10 月以來煤價繼續大漲、鋼價回升，國內油價有望再度上調，預測 10 月 PPI 環漲 0.2%，
疊加低基數因素後，同比漲幅有望回升至 0.7%。
物價短升長降。9 月 CPI 明顯回升，PPI 轉正對未來通脹亦有推動，疊加去年基數走低，4 季度通脹有望短期
反彈。但長期看，地產上漲大週期已經結束，而地產調控政策加劇經濟下行壓力，再加上今年年初通脹基數
走高，明年通縮壓力將會再起。
貨幣短緊長松。考慮到通脹短期回升、控制地產泡沫、應對聯儲加息等因素，央行行長周小川也提到要對信
貸增長有所控制，降准或繼續延後，而逆回購期限的拉長意味著短期資金成本的上升。但地產調控加碼加劇
經濟下行風險，也意味著資金需求長期趨降，流動性長期趨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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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B 股大跌無需恐慌
週一上證 B 指、深圳 B 指分別下跌 6.2%、2.4%，市場討論的誘因包括：第一，10 月 14 日國稅總局出臺
《非居民金融帳戶涉稅資訊盡職調查管理辦法（徵求意見稿）》新規，旨在打擊利用海外帳戶逃避稅，引發
違規資金出逃。第二，在岸人民幣兌美元跌破 6.74，人民幣貶值擔憂加劇。第三，傳言 MSCI 指數換倉，A
股入 MSCI 指數預期增加，B 股將減少配置。
2015 年以來上證 B 指共有 20 個交易日跌幅超 5%，其中 8 次發生在 615 股災時期，其餘發生在 2015 年 8 月
以及 2015/12-2016/1 的人民幣快速貶值時期。2016 年以來 B 股成交額進一步萎縮，日均成交額從 2015 年的
15.4 億降至目前約 5 億，流動性缺乏加劇市場波動。
股災後上證 B 指 12 次單日跌幅超過 5%，同期上證綜指平均跌幅 5.8%，創業板指平均跌幅 6.8%。這次上證
指數僅跌 0.7%，創業板指跌 1.2%，說明 A 股的韌性變強。我們判斷中期大震盪格局，短期市場仍可為，持
有業績穩定的消費股、業績確定的真成長及國企改革。
風險提示：海外金融市場波動，國內經濟超預期下行。

大市導航
食品：恒天然拍賣價回落，內穩外升趨勢延續
恒天然拍賣全部產品價格下跌，脫脂奶粉跌幅最大。10 月 4 日全球乳製品第 173 次拍賣中全脂奶粉價格
2681 美元／噸，較上次拍賣價下跌 3.8%；脫脂奶粉跌幅最大，均價為 2209 美元/噸，下跌 3.9%；無水脂肪
均價為 4954 美元／噸，下跌 1.0%；黃油均價 3891 美元/噸，下跌 0.3%；乳酪 3430 美元/噸，下跌 2.3%。
大洋洲奶粉價格全線上漲。2016 年 8 月 20 日-9 月 4 日，大洋洲平均價格 2100 美元/噸，環比增 5.00%，同比
增 17.48%；全脂奶粉平均價格 2750 美元/噸，環比增 3.29%，同比增 35.80%。1）澳大利亞 7 月份產量較低。
雨季使得一些地區過分潮濕，奶產量持續降低的原因是奶農在減少存欄規模，另外一部分奶農不堪持續低迷
奶價的打壓而選擇退出。2）紐西蘭 7 月奶產量 23.10 萬噸，相比 5 月份 14.70 萬噸有所提高。
歐盟奶價普漲，美國脫脂奶粉價格下跌。2016 年 8 月 20 日-9 月 4 日，歐盟脫脂奶粉平均價格 2100 美元/噸，
環比增 1.82%，同比增 20.00%；全脂奶粉平均價格 2725 美元/噸，環比增 1.87%，同比增 31.33%。8 月，美國
A 級脫脂奶粉平均價格是 1864 美元/噸，環比下跌 2.13%，同比上漲 15.35%。歐盟地區大部分乳製品的價格
延續之前穩步回升的勢頭，脫脂奶粉需求呈現上升的趨勢。東歐地區部分國家收奶價有所降低。
中國原奶價格相對穩定，養殖形勢好轉。10 月 5 日主產區生鮮乳價格為 3.44 元/kg，環比降 0.29%，同比降
0.58%。今年 7、8 月份全國大部分地區連續降雨，持續高溫，濕度大，嚴重影響牛奶產量，節日備貨時間略
顯緊張，乳企加大馬力生產，蒙牛、伊利等擴大“北奶南運”數量，加劇北方牛奶短缺。7 月份奶牛存欄同
比減少 10.27%，加上今夏熱應激嚴重，原奶產量出現短期的供不應求現象。豆粕、玉米等飼料價環比降幅
分別為 1.4%和 2.5%，養殖形勢好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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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價預測。國際奶價 7、8 月份開始回升，全球供給雖仍然過剩，但產量增速開始下降，供需預期發生變化。
全國原奶產量零增長，但進口量增加，預計 2016 年原奶實際供給增加 5.5%。此外，考慮到國內奶價仍比國
際奶粉到岸價格高 0.48 元/kg，價格差對國內奶價上漲形成抑制，國內原奶價格沒有大幅上漲基礎。綜合分
析，我們判斷 1H17 前恒天然全脂奶粉價格有望持續溫和回升，國內奶價仍將在 3.5 元/kg 左右低位徘徊。
投資建議。乳製品行業告別高增長之後，內部分化逐漸凸顯。擁有全產業鏈競爭優勢和全球資源整合能力的
龍頭企業未來增長趨勢更為明確，重點推薦伊利股份：1）四季度國內外宏觀環境複雜，市場風格偏向穩健，
低估值白馬龍頭值得重視。與白酒龍頭相比，公司當前股價對應 16 年 PE 僅 18 倍，從長期成長性角度判斷
未來仍有估值修復預期；2）公司在行業增長放緩背景下，競爭優勢突出，中高端產品保持較快增長，產品
結構持續升級；3）公司 15 年銷售費用超 130 億元，歸母淨利潤 46 億元，未來如果行業競爭環境改善，公
司利潤端彈性大確定性強。
風險提示：季節性波動，食品安全問題，消費需求因促銷減少而下降。
有色金屬：錫業股份債轉股的啟發
建設銀行擬對子公司華聯鋅銦（持股 75.74%）注資以認購其新增註冊資本。增資後，建行將持有不高於
15%華聯鋅銦股份，具體比例和增資金額根據華聯鋅銦評估值確定。
根據國務院出臺了《關於市場化銀行債權轉股權的指導意見》，錫業股份作為有色板塊第一個債轉股實施主
體，應該給整個板塊都會帶來很大的啟示。而從當前的資產負債率和市值比對看，株冶集團（98%資產負債
率，一直強調已經處於行業底部、關注度底部）、豫光金鉛、*ST 神火、中孚實業四個公司財務改善迫切性
最強。
風險提示：政策不及預期風險。
建築：精選 PPP 標的，適當提高國際工程配置
上周建築工程板塊在 PPP 與大建築帶動明顯跑贏市場，我們對市場關心問題的主要看法：1）PPP 第三批示
範專案出臺，規模符合市場預期，落地時間表限制及鼓勵社會資本是亮點，政策對 PPP 落地速度與品質更
為重視；三季報對 PPP 催化進入實質階段，預披露公司中業績大幅超市場預期的不多，與 PPP 落地週期有
關，預計年報改善更為顯著些，目前位置可重點配置新增 PPP 預期的標的。2）大建築股補漲需求較高，配
置“性價比”高，但市場大盤走勢是影響其空間的關鍵因素；3）國際工程可以樂觀些，一是美元加息預期
帶動下，人民幣存在貶值預期，二是“一帶一路”戰略逐步落地，進入訂單釋放期。
投資策略：PPP 繼續樂觀，配置重點開始傾向新增 PPP 預期標的，適當提高國際工程板塊配置。我們建議關
注中鋼國際、隧道股份、中工國際、金螳螂、鐵漢生態、中國建築。
風險提示：訂單推遲風險、回款風險、經濟下滑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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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服務：從 GPU 到生物識別，人工智慧投資的演進和節奏
我們抓住了今年人工智慧的兩波機會：上半年的 GPU 和下半年的生物識別。分別在今年 5 月和 9 月發佈了
兩篇標誌性的深度報告《GPU——下一代高速計算的王者》、《生物識別，人工智慧產業爆發的前哨戰》，
並成功推薦了景嘉微和遠方光電。
上半年主推 GPU，推薦了景嘉微。GPU 將是未來下一代基石性的 IT 架構基礎。其快速的平行計算能力，將
快速取代 CPU 的計算功能。人工智慧時代，深度學習帶來的大規模本地資料訓練和應用需求都需要快速計
算能力的支撐，CPU+GPU 將廣泛應用。
下半年主推生物識別，挖掘並率先推薦了遠方光電。資料收集打響了人工智慧產業的前哨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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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方
光電收購的維爾科技從指紋、指靜脈、到人臉識別等都有佈局，9 月過會，並表在即，看好生物識別市場前
景。
人工智慧領域相關標的：（1）能基礎設施：景嘉微（國產 GPU）、中科曙光（與英偉達合作深度學習平
臺）、浪潮資訊（GPU 伺服器）。（2）生物識別：遠方光電（指紋識別，行業應用拓展加速）、佳都科技
（人臉識別，安防、軌交高增長）、東方網力（人臉識別，公安行業應用拓展和機器人）、新國都（公安部
指紋演算法供應商）、科大訊飛（語音和語義識別、自然語言處理、人工智慧平臺）。
風險提示：人工智慧行業應用拓展低於預期，系統性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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