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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
你的貨幣，我的問題——兼論美元升值週期下新興市場表現
80-85 年美元升值：沃爾克緊縮驅動，引爆拉美危機。70 年代美元貶值，拉美債務飆升：71 年尼克森宣佈黃
金與美元脫鉤，拉開貶值序幕，70 年代中後期主要發達經濟體深陷“滯脹”泥潭，也令美元不斷貶值。同
期拉美國家實施“進口替代”，發展工業化，大量熱錢湧入。貨幣緊縮+經濟復蘇，推升美元升值：79 年沃
爾克任美聯儲主席後採取貨幣緊縮，美元止跌回升，而“雷根經濟學”也令美國經濟自 83 年起強勢復蘇，
也推動美元繼續升值。資本流向逆轉，拉美危機爆發：進入美元升值週期後，全球流動性迅速回流美國，而
拉美國家資本則爆發式流出，大宗價格大跌也加速其國際收支狀況轉差，償債能力進一步惡化，最終債務危
機爆發，資本恐慌性外逃，匯率一瀉千里。
95-01 年美元升值：美元由弱變強，亞洲危機頻發。廣場協定美元貶值，日本泡沫膨大破滅：強勢美元令 80
年代美國貿易逆差巨大，而日本則是美國貿易逆差主要來源，因而 85 年美、德、法、英、日五國簽署“廣
場協定”，德國馬克、日元紛紛對美元大幅升值。前期持續寬鬆導致美國通脹抬頭，86 年後美國貨幣政策
逐步收緊，日本 89 年被動加息，導致地產泡沫破滅，經濟陷入蕭條。美元指數回歸強勢，亞洲經濟危機爆
發：90 年代中後期，在全球化、放鬆管制、金融自由化、IT 技術革命共同推動下，美國經濟強勢增長，美
元指數大幅飆升。亞洲新興經濟體曾在 90 年代初實現了高速增長，高增長、高利率吸引國際資本流入。但
日本經濟放緩令其出口轉差，美元強勢則導致資本大量流出，各新興經濟體貨幣紛紛對美元大幅貶值，並最
終爆發亞洲金融危機。而美元走強，也令前期“休克療法”效果欠佳、財政赤字和債務問題嚴重的俄羅斯資
本大量流出、外匯儲備驟降，並最終爆發債務危機。
11 年至今美元升值：泡沫破滅貨幣放水，經濟復蘇加息來襲。泡沫破滅危機來襲，貨幣放水美元走弱：00
年互聯網泡沫破滅和 01 年的“911”令美國經濟急轉直下，01 年起美聯儲連續三年降低目標利率，美元指
數由升轉降，並由此催生房地產市場繁榮，地產泡沫漸起。為防止資產泡沫進一步吹大和通脹過熱，04-06
年美聯儲密集加息，最終引爆次貸危機。量化寬鬆帶動復蘇，加息預期提振美元：四輪 QE 刺激下，美國經
濟逐漸復蘇，11 年起美元逐步走強。14 年下半年美聯儲退出最後一輪 QE，並在 15 年底開啟加息週期，而
16 年美國經濟繼續復蘇，12 月加息概率已超 90%，更刺激美元指數觸及近十四年的新高。美元走強再次對
新興經濟體形成衝擊，表現為資本流出、匯率普跌，其償還外債的壓力也明顯加重，部分外債規模過大國家
的債務危機風險加大。歷史最弱加息週期，升值力度相對較弱：但本輪美元升值的力度可能將弱於之前兩輪。
在無就業復蘇下，美國經濟復蘇能否強勢持續仍待
觀察。而其他發達國家復蘇脆弱，歐元區政治不穩定加劇，復蘇前景難料，日本則再度陷入通縮。新興經濟
體經濟增速也普遍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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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和現實有多遠？——全球再通脹的邏輯及可行性分析
近年來，各發達經濟體央行為了一個小小 2%的通脹目標，苦苦奮鬥未果，本月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後，市
場一夜之間變了，通脹預期迅速升溫，國債收益率大幅飆升，大家仿佛相信再通脹只有“一步之遙”。那麼
本輪再通脹的邏輯是什麼？全球政策焦點由貨幣轉向財政，真的就能刺激通脹反彈嗎？我們不妨從美、歐、
日三大經濟體出發，分析本輪再通脹的邏輯和可行性。
美國：通脹預期狂熱，執行難上加難。特朗普意外勝出，通脹預期升溫。特朗普勝出後，美國長債收益率在
短短 10 個交易日內就陡升 48BP，股市、商品走高。如果特朗普的政策都能夠執行，確實會對短期通脹起到
提升作用。例如基建投資、減稅可以創造經濟需求，貿易保護和移民政策會提升商品和服務的生產成本，對
短期通脹均會有提振。執行舉步維艱，長期效率趨降。當前美國財政空間已相對有限，且預算和債務上限均
受到國會限制，所以特朗普上任後要實施財政刺激，首先要解決債務上限的問題。而且長期來看，貿易保護、
移民政策如果執行，可能會導致經濟效率的下降，對通脹反而構成拖累。所以未來實施效果或並不能如當前
市場反應的那麼樂觀。
歐元區：不穩定性漸增，財政有心無力。通脹邊際改善，但不穩定性上升。16 年下半年以來，油價回升帶
動歐元區通脹邊際改善，但當前依然處於低位。而歐盟不穩定性未來會增加，繼英國脫歐後，義大利修憲公
投也將到來，疑歐派在法國、荷蘭、德國明年大選中也可能占優，政治不穩定將拖累經濟復蘇和通脹回升。
寬鬆效果有限，財政有心無力。貨幣寬鬆對歐洲的刺激作用非常有限，而負利率使銀行業經營雪上加霜，那
麼歐洲是否也會轉向財政刺激呢？綜合來看歐洲財政刺激受到的限制也非常多。歐元區政府債務率已高達
92%，其中希臘 176%，義大利 135%，葡萄牙、西班牙均在 100%以上，財政刺激空間有限。此外，歐盟要
求成員國財政赤字率不超過 3%，政府債務率不超過 60%，要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刺激經濟也非常困難。
日本：持續通縮困境，貨幣財政均乏力。流動陷阱持續，通縮長期困擾。上世紀 90 年代以來，日本通脹幾
乎一半時間位於零值以下，通縮長期困擾。日本泡沫經濟後，企業和居民資產負債表衰退，銀行業遭受重創，
泡沫“後遺症”持續。同時日本 15-64 歲人口占比從高點時的 70%下降至當前的 60%，也拖累長期經濟增長。
貨幣刺激乏力，財政空間有限。13 年推出 QQE 後，日本的基礎貨幣增加了 2 倍，但其中 86%被商業銀行再
度存回了央行帳戶。而過去五年日本建築業、住宿、批發等行業的信貸是萎縮的，製造業、餐飲業增長不足
3%，日本已經長期陷入了流動性陷阱，貨幣刺激是沒有效果的。而日本政府的債務率在主要經濟體中已是
最高水準，每年中央政府開支中有 24.4%被用於債務清償，財政空間已非常有限。
中國：商品價格尋頂，物價短升長降。庫存趨於回升，商品價格尋頂。本輪經濟短期回穩主要體現為庫存週
期，目前下游地產、乘用車、家電的庫存均回升，上游的煤炭庫存也出現回補。如果地產銷售、發電增速等
繼續下滑，未來或將較快轉為被動補庫存。綜合來看，庫存週期已經接近尾聲，商品供需逐漸逆轉，也意味
著商品價格接近頂部。通脹短升長降，貨幣短緊長松。我們認為當前的滯脹是短期現象，通脹上行已經處於
中後期，在 17 年 1 季度通脹會見頂，之後通脹會重新回落。與此相應，當前貨幣只是短期收緊，到 17 年 2
季度以後隨著經濟通脹回落，會存在再寬鬆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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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券
債牛很長，曲折前行——17 年利率債策略報告
16 年 4 季度經濟短期穩定。調控出臺後，地產銷量逐步趨降，但其對投資的顯著影響或需等到 17 年；考慮
到 15 年低基數，預計今年 4 季度地產投資穩中趨降。基建投資受制於財政赤字，預計 4 季度基建趨降，但
今年第三批基建債已啟動，PPP 也在推進，明年初儲備專案開工和資金到位或使基建回升。此外，企業盈利
短期改善+補庫存，4 季度工業生產仍應相對穩定。
但 17 年經濟下行壓力較大。決定我國總需求的關鍵是地產，17 年地產投資大概率繼續下滑，雖有基建對沖，
但力度有限。地產投資下滑意味著總需求重新回落，當前短期的企業盈利回升、價格上漲、補庫存均沒有長
期持續基礎。預計 17 年 GDP 走勢在 6%-6.5%拾階而下，工業經濟下行壓力仍大。
短期通脹風險。短期看，我們認為 4 季度蔬菜價格仍高位，豬價小幅趨降，煤炭雖有增產、但幅度有限，因
而工業品價格暴漲收窄，但 CPI 非食品仍承壓，預計 4 季度 CPI 同比高點或升至 2.2%-2.3%，但同時通脹也
逐漸見頂，17 年以後通縮壓力會重新顯現，主因內需下滑，CPI 或重回 1-2%區間。
長期通縮局面。長期看，供給引發的通脹，例如煤炭、鋼鐵和國際原油價格的上漲，隨著企業增產，價格難
以大幅上漲，供給與價格存在相互制約，因而供給收縮導致的 PPI 上行有天花板。我們預計 17 年投資壓力
較大，意味著很難看到需求推動的通脹，長期仍是通縮局面。
穩匯率、控泡沫，貨幣寬鬆受限。1）十一地產調控政策密集出臺，控制地產泡沫、防範金融風險取代“穩
增長”成為當前政策重點，意味著大幅寬鬆難現。2）美國 12 月加息仍有可能，海外央行寬鬆均暫緩，人民
幣貶值壓力不減，穩匯率下，央行寬鬆更謹慎。3）3 季度以來，煤炭、鋼鐵價格大漲，4 季度通脹仍有反彈
風險，也不支持貨幣過度寬鬆。
回購利率中樞或抬升。我們認為，在當前的海內外環境+政策防風險的背景下，央行 4 季度對貨幣政策仍將
較為謹慎。外占持續流失下，如果央行不降准、仍用 MLF 對沖，並且拉長流動性工具的投放期限，那麼回
購利率上行可能成為“新常態”，預計 4 季度 7 天回購利率中樞維持在 2.5%-3%左右。
16 年 4 季度，債市短期謹慎。美國大選後，由於川普的積極財政擴張對美國通脹、經濟和貨幣政策的影響
預期，10 年美債收益率已上升至 2.3%左右，中美利差從前期的 90-100bp 收窄至不到 60bp，美債收益率是我
國利率的中期“底部”，可能導致 10 年國債利率短期超調，不排除高點至 3%。
而國內來看，經濟短期穩定，4 季度物價存反彈風險，貶值壓力+防風險背景下，貨幣政策緊平衡，短期利
率債收益率維持區間波動。4 季度回購利率或上行至 2.5-3%，而 10 年國債波動區間 2.6-3%，10 年國開波動
區間 3-3.4%。
債牛曲折前行，擇機佈局 17 年。2014 年 8 月我們首次提出零利率是長期趨勢，15 年初、16 年重申該觀點，
而過去兩年 10 年國債收益率下行了 150BP，10 年期國開債收益率下行了 200BP。展望未來，隨著國內人口
紅利消失，地產、汽車大拐點到來，通縮將常態化，零利率仍是長期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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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市導航
石油化工：石化 2017 年度策略：油價漸穩，復蘇可期
油價：短期震盪，中長期趨勢上行。我們認為短期油價將在 50 美元/桶左右震盪，主要影響因素包括 OPEC
凍產協定執行情況、美國原油庫存變化情況；而隨著原油供需改善，2017 年油價有望穩健上行。根據國際
各大投行對油價的預測，2017 年四個季度布倫特原油預期均價分別為 51.5、54.1、57.1、59.5 美元/桶。
支撐油價上行的理由。雖然短期油價仍有可能震盪，但我們看好中長期油價上行趨勢。（1）油氣開採資本
支出連續下降。2015 年石油公司油氣開採資本支出平均下降 24%，2016 年估計繼續下降，預計降幅 17%。
上游資本支出的連續下降，其對原油供應的影響預計將從 2017 年下半年顯現。（2）北美葉岩油產量下降。
目前美國七大葉岩油區塊原油產量為 440 萬桶/天，較去年三月高點下降 100 萬桶。經過兩年的低油價後，
葉岩油區塊或將進入產量自然衰減期。（3）原油開採成本提升。我們認為全球原油開採的平均成本 35-40
美元/桶。高企的成本對油價也將形成一定支撐。（4）OPEC 剩餘產能由 2015 年以前的 3 億噸以上，降至目
前 1.7 億噸，大幅下降 40%。未來 OPEC 供應增量有限。
油價漸穩，復蘇可期。（1）隨著油價企穩回升，油氣開採、油服業務盈利逐步改善；煉化業務繼續高景氣。
（2）隨著油價企穩，油氣開採業務有望結束虧損，實現盈利改善，並隨著油價回升，其業績彈性也不斷增
強。（3）在經過連續兩年的資本支出下降後，我們預計 2017 年上游資本支出有望提升，從而帶動油服行業
盈利改善。（4）煉化業務繼續高盈利，我們預計煉化業務盈利高點將在 2016-18 年出現。
油價反彈下的五類投資機會。我們認為油價反彈，化工受益，關注五類投資機會。（1）油氣開採。油氣開
採公司直接受益於油價上漲。相關公司包括洲際油氣、新潮能源、中天能源、新奧股份等。（2）業績彈性。
油價反彈帶動石化公司業績提升。相關公司包括桐昆股份、衛星石化、華錦股份、恒逸石化、上海石化等。
（3）油服。油價上漲將帶動石油公司資本支出增加，油服公司訂單提升。相關公司通源石油、傑瑞股份石、
化油服、中海油服等。（4）煤化工。油價上漲，優質煤化工公司將獲得一定成本優勢。相關公司三聚環保、
神霧環保、華魯恒升、丹化科技等。（5）綜合油氣公司。相關公司中國石化、中國石油等。
投資建議。在油價上漲、葉岩氣十三五規劃出臺的帶動下，我們建議重點關注：油氣開採公司：洲際油氣、
新潮能源、中天能源、新奧股份；油服設備公司：通源石油、中海油服、石化油服；業績彈性大的石化公司：
桐昆股份、恒逸石化、榮盛石化、衛星石化、齊翔騰達。
風險提示：原油價格回落。

鋼鐵：2017 年鋼鐵行業策略——供給側改革推動鋼鐵繼續上漲
預期明年偏弱，但淘汰量可以改變盈利方向：房地產投資可能下降，對鋼需影響明顯，出口持平，庫存繼續
低位；預計明年新增高爐產能 1500 萬噸左右，如果不能有效淘汰 2000 萬噸以上，明年利潤將受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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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明兩年新投放煉鐵產能各約 1500 萬噸，相比三年前，高爐開工率下降 15%，但產量繼續增長。今年淘汰
的主要是這些無效產能，估計明年能進行部分有效淘汰，但淘汰量分佈應該是前低後高。
今年行情可以分三段：供給側改革炒作失敗、基本面行情、重歸供給側行情。目前股價與盈利已經背離三個
月，條件仍在，預計繼續背離。盈利分化嚴重，製造業用鋼明顯好於建築用鋼。鋼價過去兩個月漲幅 600 元
/噸，但整體盈利波動下行，主因是原料倒逼上漲。
建議關注：
永興特鋼。估值不高，穩定增長，軍工核電概念。
新興鑄管。國改股、河北淘汰收益、剝離不良資產、增發價位附近等。
風險提示：政策風險、鋼價大幅波動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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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檔中所載任何價格或水準僅屬參考而已，可能因應市況變動而有所變化。本行概不就因使用此等市場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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