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年 11 月 1 日
策略
短期回升，中期築底
淨利同比短期大幅回升。（1）截至 10 月 31 日，全部 A 股上市公司公佈了 2016 年三季報。從業績表現看，
全部 A 股 16Q3/16Q2/16Q1 歸屬母公司淨利潤累計同比分別為 1.9%/-4.6%/-1.9%，剔除金融後為
12.7%/1.0%/2.6%，再剔除兩油後為 16.3%/6.7%/8.3%，淨利潤增速均大幅回升。（2）中小板淨利同比大
幅回升，創業板略有下滑。中小板 16Q3/16Q2/16Q1 歸屬於母公司淨利潤累積同比為 21.3%/12.8%/15.9%，
3 季度大幅回升。根據利潤占比推算的 16 年全年業績增速為 27.6%，好於一致預期的 18.1%。創業板
16Q3/16Q2/16Q1 歸屬於母公司淨利潤累積同比為 44.3%/48.9%/61.6%，繼續保持高增速，剔除溫氏股份
和東方財富後淨利潤累計同比為 37.9%/33.7%/39.1%。根據利潤占比推算的 16 年全年業績增速為 46.9%，
小於一致預期的 65.9%，處於歷史偏下水準。
盈利中期築底中。（1）分項分析：淨利同比築底中。PPI 的同比與 A 股淨利潤同比高度相關，PPI 當月同
比 16 年 9 月由負轉正說明此前市場供大於求的狀況發生了改變，供需狀態逐漸平衡，有望支撐 A 股淨利潤
同比回升。營業收入增速與工業增加值同比高度相關，工業增加值 16 年 2 月之後穩步回升至 6.0%的水準，
未來 1-2 年內工業增加值同比會保持在 6%上下的水準，營收收入同比處於震盪築底階段。毛利率變化先於
淨利潤同比和營業收入同比，毛利率從 09 年下滑至 12 年 Q1 的 17.1%後觸底回升，至 16 年 Q3 達 19.1%，
毛利率回升有望推動淨利增速上升。管理費用率和銷售費用率較為穩定，財務費用率繼續下行。投資淨收益
的負向拖累有限，有效稅率基本保持不變。（2）宏觀視角：經濟調整期企業盈利震盪築底。如今我國經濟
環境和 90 年代末期非常相似，均是經濟下行、產能過剩、杠杆高企。1990 年代末，去產能去杠杆時企業盈
利震盪築底，工業企業利潤同比在 96-98 年構建 W 底之後迅速反彈，全部 A 股淨利潤同比在 95-98 年構建
W 底，ROE 在 98-01 年構建 W 底。本次經濟調整期企業盈利有望震盪築底，預計全部 A 股 16、17 年淨利
潤同比分別為 0-5%和 5%-8%。
轉型期的產業結構變化。（1）製造、金融業盈利水準震盪築底，消費、科技業業績穩定增長。結構方面，
消費和科技行業比重增加。（2）行業層面，二級行業中淨利同比持續好轉的行業有，煤炭開採、稀有金屬
等，淨利穩定增長且與估值匹配的行業有食品、電子設備等。一級行業中 16、17 年有望保持 20%以上增速
的行業有新能源、TMT 等。
風險提示：向上風險：貨幣政策大幅寬鬆，拉動基建、地產投資大幅向上。向下風險：穩增長政策不及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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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市導航
農業：三季報總結——養殖繼續高增，飼料、疫苗盈利加速
2016Q3 收入增 10.0%，利潤增 125.4%。67 家農業公司 2016 年前三季度收入和歸母淨利潤分別為 2560.8
億元和 249.3 億元，同比分別增長 10.0%和 125.4%（若剔除體量較大的溫氏股份，則行業 2016Q3 收入和
淨利潤增速分別為 6.6%和 124.6%）。盈利能力方面，由於豬價和雞價大幅上漲，2016Q3 行業毛利率為
19.7%，同比大幅提升 5.1 個百分點；費用率方面，2016Q3 期間費用率為 9.9%，同比下降 0.2 個百分點。
子板塊分析：養殖驅動業績，飼料、疫苗盈利加速。1）畜禽養殖：三季度利潤增速繼續放緩，但養豬業仍
保持暴利狀態。豬價自 2015 年 3 月開啟上漲週期，到今年 5 月達到高點，此後逐步震盪走低，但今年前三
季度養豬業總體仍保持暴利狀態，企業盈利大幅提升，溫氏股份、牧原股份、雛鷹農牧、正邦科技前三季度
利潤分別增長 126%、532%、567%、394%。禽養殖方面，由於雞價回暖，益生股份、民和股份、聖農發
展業績同比大幅扭虧，仙壇股份也實現快速增長。2）飼料：收入利潤增長提速。飼料板塊前三季度收入和
利潤分別增長 6.2%和 39.3%，其中單三季度收入增長 7.5%，增速繼續提升。從利潤角度看，原材料豆粕
價格略有增長，但玉米價格大幅下降，使得企業成本下降，毛利率提升，加上大部分飼料企業開始向下游切
入生豬養殖，受益養殖景氣，利潤同比增長 39.3%。3）動物疫苗：業績改善明顯，盈利增長穩定。前三季
度疫苗板塊收入增長 3.4%，盈利增長 24.0%，從單季度情況來看，繼續好轉。個股看，相比中報幾乎所有
個股業績增速都有提升，其中普萊柯、瑞普生物、生物股份業績增速都在 20%以上。4）種子：行業整體不
佳，登海種業穩健增長。前三季度種子板塊收入增長 15.9%，利潤下滑 32.8%。其中大部分種子企業業績
下滑，僅登海種業、萬向德農、農發種業保持增長，荃銀高科略有減虧。而隆平高科、豐樂種業、敦煌種業
等下滑幅度較大。
風險提示：需求增速不及預期。
紡織與服裝：三季報總結——紡織毛利率持續回升，服裝淨利率三季度首次同比增長
損益表顯示紡織子行業整體業績得益于市場集中度提升，龍頭企業訂單量增長，收入及淨利同比增速保持增
長；同時，原料價格走高，前期低價庫存支撐盈利空間有所釋放，毛利率回升至歷史相對高位。龍頭企業預
計將繼續受益於供需環境改善對棉價起到的較強支撐，以及多地產能佈局下區域性關稅協議落實、新疆政策
補貼等多重利好。中長期來看，隨著出口退稅率提高、人民幣貶值的預期持續強化，我國紡織製造業的競爭
力提升可期，紡織製造業的整體經營環境有望改善，龍頭企業或將受益于市場集中度的提升。
服裝子行業自 2014 年 4 季度起收入恢復正增長。值得注意的是，伴隨前期折扣清理庫存的持續推進，行業
整體毛利率水準相對穩定，但由於 2015 下半年起部分企業其他低毛利率業務的規模快速擴大，相對拉低整
體水準。服裝消費市場經過品牌洗牌及結構升級，需求端改善趨勢顯現，伴隨前期庫存出清，店鋪調整顯效，
費用率有所下調，帶動行業淨利率三季度首次實現同比增長。
資產負債表反映出紡織、服裝行業運營效率均有提升，紡織盈利品質持續改善。1）紡織營運周轉自 2016
年 1 季度起明顯改善，存貨、應收增速下降基礎上，經營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相應同比明顯回升，與淨利差
額持續改善，顯示企業盈利品質顯著好轉。2）服裝企業歷經前期終端規模收縮、結構調整，整體運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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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隨內生指標等的改善已顯著回升。周轉率自 2015 年起均持續向好，一定程度上表明庫存觸底後，企業針
對終端管道的調整已初現成效，然而整體盈利品質後續仍有待提升。
推薦景氣度確定的棉紡板塊，以及在轉型戰略明確、成長路徑清晰的個股。建議重點關注：1.美盛文化（轉
型戰略明確且成長空間大）、華斯股份（產業鏈一體化，卡位社交電商頂層生態）、搜于特（資源整合，業
務升級外延空間大）；2. 華孚色紡（細分行業景氣度高，啟動柔性供應鏈戰略）、新野紡織以及聯發股份
（低估值、業績穩步增長，具備產業外延預期）；3. 森馬服飾（供應鏈持續優化，線上業務快速增長）、
海瀾之家（模式領先，具有估值修復空間）。
風險提示。零售市場持續低迷；轉型的新業務開展或投資專案不達預期效益；行業運營成本持續攀升、競爭
加劇；棉花市場需求不達預期，政策變動風險。
資訊服務：三季報保持兩位數增速，關注物聯網、軍工通信方向佈局時機
統計通信板塊相關 89 家上市公司 2016 年第三季度報告，79.78%（71 家）的上市公司 2016 年前三季度營
業收入實現同比增長，整個通信板塊 2016 年前三季度收入同比增長 1.73%；通信板塊歸屬母公司股東淨利
潤增速為 6.39%，淨利潤增速中位數為 27.35%。體現出通信行業上市公司在大視頻時代和萬物互聯背景下，
繼續整體享受數位浪潮的紅利、業績主要依靠內生實現穩步提升。
（1）光通信行業仍作為四季度首推方向：重點推薦承載流量爆發、持續成長的光傳輸網設備與上游光器件
產業鏈，個股推薦國內光器件龍頭光迅科技，其次烽火通信、新易盛、中興通訊等。
（2）雲計算推薦管道、技術二個維度領先企業：私有雲、混合雲國內市場快速發展，推薦管道領先的神州
數碼，可逐步佈局雲計算技術領先、圍繞雲計算產業佈局完整、位於底部的紫光股份。流量爆發增長可持續，
協力廠商 CDN&IDC 行業需求端維持高景氣、流量經營創新模式漸出，結合估值和個股基本面，建議關注網
宿科技、科華恒盛，關注茂業通信、創意資訊、華星創業、高升控股、光環新網。
（3）軍工通信、物聯網經歷前期調整、不少個股展望 2017 年動態 PE 調整到位，四季度預期仍是值得關
注的重點主題方向。軍工通信重點推薦海防資訊化龍頭海蘭信，三季報略超預期，海洋觀測網、軍用船舶電
子等核心佈局業務進展順利。物聯網重點關注感測器和工業、交通及水務領域等應用場景及平臺型公司，推
薦高新興、神州泰嶽、宜通世紀，關注三川智慧等。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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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行業其他的央企序列個股，
存在國改潛力的關注南京熊貓、東方通信、號百控股；地方國資序列推薦星網銳捷（停牌），關注特發資訊、
烽火電子。
（5）5G 帶來光通信、射頻器件新機遇：按照 3GPP 國際組織的 5G 標準路線圖，2018-2019 年完成標準
制定與凍結、2020 年正式推動試商用，相比較於 4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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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頻器件及射頻結構件介質材料、天線、濾波器等將受益未來 5G
的商用及大規模天線等創新技術應用，關注武漢凡穀（射頻器件）、通宇通信/摩比天線（天線，港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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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捷科技（智慧終端機濾波器）。從 4G 到 5G 帶來的流量增長將更為迅猛，光傳輸網設備及上游光器件產
業鏈也將持續高景氣。
11 月份行業組合：高新興、海蘭信、光迅科技、烽火通信、神州數碼、中國聯通、華星創業、網宿科技、
神州泰岳、中興通訊。
風險提示。市場的系統性估值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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