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年 11 月 4 日
宏觀
美國大選與股市——驢象之爭 30 年回顧
核心結論：①歷次大選時期市場漲跌無明顯規律，“郵件門”事件引發大選不確定性增加，避險情緒升溫，
黃金、VIX 指數小幅上漲。②回顧 30 多年歷屆總統週期，新總統的政策對市場影響偏中長期，與當時的經
濟背景相關，利率和基本面決定市場趨勢。③希拉蕊、特朗普最新支持率分別為 47.5%、45.3%，差異縮小，
兩黨政策都偏向貿易保護、基建，分歧集中在財政、金融、能源方面。
總統大選，對市場有何影響？10 月 28 日，FBI 宣佈重啟調查希拉蕊電郵案，這一事件引發了近期的市場波
動。10 月 28 日以來標普 500、道鐘斯指數、納斯達克指數分別跌幅 1.3%、0.9%、1.8%，美元指數從 99 跌至
97.7。美股 VIX 波動率指數從 10 月初的 13 上升至 18.6。11 月 8 日即將舉行美國大選，大選將如何影響股市？
從歷史經驗來看，1980 年以來，與普通年份相比，9 次總統大選之後的 11 月份，標普 500 指數漲跌並沒有
明顯的規律。除 08 年以外，總統大選之後 11 月份的 VIX 波動率指數變化同樣不大，說明歷史上總統大選
對市場的影響偏中性。但這次大選不同之處在於，特朗普在競選期間發表的各種政策觀點比較激進，例如其
抨擊美聯儲的低利率政策、主張貿易保護、建議對中國進口產品徵收 45%的關稅、建議在墨西哥邊境築牆等。
所以如果特朗普當選，政策不確定性增加將加劇市場短期波動，近期黃金價格上漲、VIX 指數上升反映市場
避險情緒已經開始升溫。而如果希拉蕊當選，由於其政策延續性較好，市場表現將更加平穩。
以史為鑒：歷任總統時期的政策及市場。雷根時期（1981-1988）：推行供給側改革，經濟見底回升。老布
希時期（1989-1992）：加強政府干預，1991 年經濟再次衰退。克林頓時期（1993-2000）：鼓勵創新，迎來
“新經濟”時代。受益於克林頓政府“資訊公路”等高科技產業扶持政策，美國互聯網產業高速發展，並於
1998 年進入白熱狀態。證券市場受益于技術進步、經濟持續繁榮、一級海外 1997 亞洲金融危機引發的資金
回流美國，最終導致了 1998-2000 年期間互聯網泡沫的產生。小布希時期（2001-2008）：地產市場繁榮成為
經濟主要推動力。奧巴馬時期（2009-2016）：QE 時代。奧巴馬在 2008 年次貸危機爆發時期參加總統競選，
因此上任初期政策以推動經濟復蘇、創造就業為目標。從 2008 年至 2012 年末，美聯儲共推出了 4 輪 QE 計
畫來刺激經濟增長。
希拉蕊 VS.特朗普，有何異同？受近期“郵件門”事件影響，希拉蕊支持率下降，特朗普支持率在上升。部
分媒體如 LA Times 的民調資料中特朗普支援率已經反超希拉蕊，根據 LA Times 的民調資料，希拉蕊支援率
43%，低於特朗普支援率的 47%，但在其餘媒體中民調支持率仍然是希拉蕊領先。根據 RealClear Politics 網站
綜合美國 6 家主流媒體的平均的民調支持率結果，目前希拉蕊平均支持率為 47.5%，仍高於特朗普的平均支
持率 45.3%。兩黨政策異同：均主張貿易保護和基建，在財政、金融監管等方面存在分歧。
風險提示。海外金融市場波動，政策調控市場超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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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市導航
煤炭：供給增加有限，未來盈利仍將持續好轉
1、業績環比持續改善。Q3 上市公司 81%實現盈利，扣非淨利環比+48%，期間費用率小幅下降，資產負債
率並未下降，去杠杆未推進，供給側改革仍將繼續。
2、產量環比 Q2+5.6%，276 或執行不到位。重點上市公司 Q3 產量環比 Q2 增長 5.6%，而他們在 Q2 也僅僅
是部分時間執行了 276 天政策，因此，276 限產政策實際在三季度或悄然放開，這也解釋了目前先進產能釋
放，供給增長有限的情況。
3、煤價持續上漲，公司業績彈性大。截至 10 月底，四季度均價已達 615 元/噸（環比 Q3+27.7%）。相對三
季度煤價，假設 2017 全年動力煤均價漲 200 元/噸、焦煤均價漲 300 元/噸、平均成本增加 60 元/噸的情況下，
我們預計，剔除神華後，2017 行業公司煤炭業務 PE 中位數為 8 倍。
投資策略：煤炭淡季工業需求不錯，增加供給短期效果不明顯，短期煤炭仍將維持強勢格局，當然也需要關
注產能增長的變化，但股票則由於漲幅大幅落後煤價，即使煤價調整，也仍應長期看好煤炭股。煤炭格局已
經發生根本變化，盈利反轉格局已成，建議投資人長期佈局，建議關注：冀中能源，潞安環能，兗州煤業，
陝西煤業，開灤股份，盤江股份、西山煤電，上海能源，中煤能源，中國神華，*ST 山煤，*ST 新集，*ST
煤氣。
風險提示：去產能政策執行不達預期，煤炭價格下跌，供需缺口再次逆轉。
石油化工：非居民用氣價格或上調
據彭博報導，國內非居民用氣價格將從 11 月 20 日起上調 10-20%。為緩解冬季天然氣供需矛盾，同時也為
了加快國內天然氣產業的快速發展。國內主要供氣企業（中石油、中石化）計畫將工業和商業用戶的天然氣
價格上調 10-20%，以避免冬季高峰期出現供應緊張。
非居民用氣價格實行基準門站價格管理，有上下浮動空間。根據 2015 年 11 月《國家發展改革委關於降低非
居民用天然氣門站價格並進一步推進價格市場化改革的通知》，將非居民用氣由最高門站價格管理改為基準
門站價格管理。降低後的最高門站價格水準作為基準門站價格，供需雙方可以基準門站價格為基礎，在上浮
20%、下浮不限的範圍內協商確定具體門站價格。方案實施時門站價格暫不上浮，自 2016 年 11 月 20 日起允
許上浮。根據這一政策，我們預計今年 11 月 20 日，國內非居民用氣價格上調的可能性較大，上調幅度在
10-20%左右。
2016 年以來天然氣需求快速恢復。自 2015 年 11 月國內非居民用氣價格下調 0.7 元/立方米後，國內天然氣需
求得以快速提升。根據國家發改委資料，今年前 8 個月我國天然氣消費量 1277 億方，同比增長 7.5%；而去
年同期增速僅 2.6%。
調價不會影響天然氣需求復蘇趨勢。我們認為此次氣價調整表明國內氣價市場化改革的進一步實施。供氣企
業可以根據市場供需情況在政策允許範圍內調整氣價。此次氣價上調是為應對冬季用氣高峰、緩解供應壓力，
而從天然氣需求來看，自年初以來一直呈現較快增長。作為清潔能源，天然氣應是鼓勵發展的能源品種，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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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冬季氣價上調不會影響天然氣快速增長的長期趨勢，而且根據 2015 年 11 月的天然氣政策，氣價不僅可以
上浮，也可以下調。
氣價上調的投資機會分析。（1）天然氣開採企業直接受益。目前國內天然氣生產商主要是中國石油、中國
石化、廣匯能源等。其中中國石油是國內主要天然氣供應商，2015 年天然氣產量 887 億方，約占國內天然氣
總產量的 70%；中國石化 2015 年天然氣產量 208 億方約占國內天然氣總產量的 17%。（2）煤頭尿素企業間
接受益。目前國內尿素生產主要工藝為煤頭、氣頭，其中氣頭尿素企業雖然產量在萎縮，但仍佔有一定比重。
此次氣價上調，將使氣頭尿素企業生產壓力加大，佔有市場主要份額的煤頭尿素將發揮成本優勢，相關公司
包括華魯恒升、魯西化工、湖北宜化等。（3）擁有 LNG 接收站的企業。國內氣價上調，使得國內外氣價價
差擴大，LNG 接收站企業將獲得不錯的價差收益。目前中天能源、新奧股份、廣匯能源的 LNG 接收站正在
建設中，如果國內外價差維持，隨著 LNG 接收站項目建成，將獲得不錯收益。
投資建議。我們建議關注華魯恒升、中天能源、魯西化工等公司。（1）華魯恒升，優質煤化工公司，依託
低成本優勢，拓展煤化工產業鏈；（2）魯西化工，綜合性化工生產企業，多產業佈局穩健發展；（3）中天
能源，並購加拿大油氣田區塊，國內天然氣分銷終端擴張，業績有望快速增長。
風險提示。天然氣價格波動、需求下降。
建築：建議在板塊上主要以國際工程及基建為主
大建築決定了建築行業指數表現，因為其市值占板塊比重超過 70%，並且有較強的聯動性（即多表現為同漲
同跌），也正是因為這個特徵，從行業相對收益角度看，配置大建築的必要性還是比較高的。國際產能合作
“十三五”規劃、十八屆六中全會等資訊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利好預期（原來預期包括國企改革、“一帶一
路”、人民幣貶值、基建刺激、PPP 的競爭優勢等），大建築行情後續需要密切關注是否有新的政策預期、
大盤走勢等變化。基金三季報披露完畢，基金在建築板塊的倉位達到 2.83%，創 2013 年三季度以來的最高
水準，但低於 3.40%的標配比例，說明在 PPP 和大建築帶動下，市場對建築板塊的關注度出現明顯提升。當
前位置，市場對建築板塊的配置分歧較大，我們建議在板塊上主要以國際工程及基建為主，從主題角度主要
以人民幣貶值、PPP 和國企改革為主，注重個股選擇。
風險提示：系統性風險等。
房地產：9 月房價環比漲幅達高峰，10 月周銷量動力或為房價降溫
百城住宅價格環比過去 12 個月不斷攀升。從剛剛更新的百城住宅價格環比資料上來看，過去 12 個月以來
（2015 年 9 月到 2016 年 9 月），百城住宅價格環比指數不斷攀升，從 2015 年 9 月環比增長 0.28%一路攀升
至 2016 年 9 月 2.83%，年複合增長率為 16.63%。
2016 年 2 月之後二線城市爆發。一線城市房價環比增長率比二線城市和三線城市都高，2015 年 9 月時環比
增長率為 1.06%，2016 年 9 月時環比增長率為 2.65%。二線城市起點較低，2015 年 9 月時環比增長率為0.17%，2016 年時環比增長率與一線城市一致。二線城市從 2016 年 2 月開始房價漲幅發力，直追一線城市環
比增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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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漲城市數量增加，下降城市數量減少。從 2015 年 9 月到 2016 年 9 月，百城房價上漲城市數量從 59 個上
升為 81 個，而房價下降城市從 41 個下降為 18 個。在過去 12 個月期間，房價上漲的城市數量在不斷增加。
商品房銷量節後恢復動力明顯不足，但仍然位於前五年周成交量高位。由於房價資訊基本上都是月度更新，
目前市場上可得資料為 9 月商品房成交價格，所以暫時無法直觀看到國慶期間樓市政策對房價的直接影響。
房價下行通常滯後於銷量一直兩個季度，我們可以先觀察周成交量指標。從全國 30 大中城市商品房成交量
來看，10 月周成交量大約為 7-8 月銷售淡季時周成交量的 1.2-1.4 倍。但是 2016 年國慶之後 10 月後三周的周
成交量基本和 7-8 月周成交量持平。三十大中城市資料中基本包括了所有 2016 年國慶期間出臺樓市政策的
22 個城市。從銷量上看，樓市政策起到了一定作用，國慶後房地產銷量回暖動力明顯不足。但是今年周成
交量整體呈高位，7-8 月淡季周以及 10 月後三周成交量達到了 500 萬平方米，2016 年 9 月最後兩周周成交量
更是達到了 700 萬平方米。相比之下，2010 年和 2011 在國慶後銷量高峰期周成交量在 200-300 萬平方米左
右，2012 年和 2013 年在 300-400 萬平方米左右，2014 年和 2015 年在 400-500 萬平方米左右。和歷史相比，
2016 年 10 月後三個月的周成交量仍然處於高位。但是銷量回溫動力不足明顯，房價上漲勢頭或降溫。
風險提示：系統性風險等。
食品：進口仍是抑制國內奶價的重要因素
國內原奶價小幅回升，國際價格普遍環比上漲。10 月 26 日主產區生鮮乳價格 3.44 元/kg，10 月生鮮乳均價
3.45 元/kg，環比上升 0.22%。9 月國內主要原料奶產區價格環比下跌 0.01%。華北、西北地方漲幅較大，分
別環比上漲 2.56%、0.92%，華中、東北地區分別下跌 2.07%、1.25%。國際上，11 月 1 日，恒天然全脂奶粉
拍賣均價 3317 美元/噸，環比增 20.18%；8 月份，美國 A 級脫脂奶粉均價 1864 美元/噸，環比下跌 2.13%。8
月 20 日-9 月 4 日，大洋洲脫脂奶粉均價 2100 美元/噸，環比增 5.0%，全脂奶粉均價 2750 美元/噸，環比增
3.29%；同期，歐盟脫脂奶粉均價 2100 美元/噸，環比增 1.82%，全脂奶粉均價 2725 美元/噸，環比增 1.87%。
國內乳品進口量升價減，國際奶粉出口同比減少。國內原奶供給方面，8 月種牛進口量同比減 27.66%。進口
方面，1-8 月工業奶粉共進口 48.04 萬噸，同比增 14.2%；嬰幼兒配方奶粉進口 13.4 萬噸，同比增 32.3%；液
態奶共進口 43.64 萬噸，同比增 65%。2016 年 1-7 月，主要乳製品出口國共出口奶粉 227.12 萬噸，同比減少
3.7%。飼料原料價格方面，8 月份國內玉米價格環比下降 1.4%，同期，豆粕價格環比下降 2.5%；8 月份苜蓿
草進口量環比上升 11.92%，同期，燕麥乾草進口量環比上漲 29.22%。
乳製品產量快速增長，主要產品價格相對穩定。9 月，國內乳製品產量同比上升 6.12%；3Q16 乳製品 7 家上
市公司共實現收入 685.39 億元，同比降 6.50%；歸母淨利潤 47.82 億元，同比增長 23.15%。10 月 28 日，優
酪乳零售價 14.00 元/公斤，同比增 1.01%，環比降 0.14%；牛奶 11.24 元/公斤，同比增 1.44%，環比持平。主
要奶產品價格相對穩定。
投資建議：上游勿喜，中游勿悲。1H17 之前國內奶價維持低位利好行業毛利率全年維持高水準，產品結構
升級對毛利率的拉動作用仍將持續。原奶價格大幅波動、下游需求不足以及行業近兩年競爭激烈推動市場集
中度持續提升，有利於後期行業銷售費用率降低。乳製品行業告別高增長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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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發 90 億元
用於收購中國聖牧 37%股權及建設高附加值乳品項目，有利於公司建立在有機奶市場的絕對優勢地位並獲得
上游優質奶源，同時也有利於公司擴大市占率；2）四季度國內外宏觀環境複雜，市場風格偏向穩健，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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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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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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性風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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