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年 12 月 13 日

債券
配置力量轉換，等待債市築底——11 月債券託管資料點評
16 年 11 月債券託管資料已公佈，中債登和上清所債券託管總量共計 57.6 萬億元，環比增加 0.92
萬億元，國債、地方債、政金債供給量回升，但同業存單供給大幅回落。通過分析 11 月託管資料，
我們認為：配置力量轉換，等待債市築底。
1)11 月利率債供給增加，同存供給大幅回落。11 月中債登和上清所託管量新增 0.92 萬億，增量環比上升
4745 億。利率債託管量回升，主因地方債託管新增 4517 億，而記帳式國債新增 1684 億，環比也增加
1378.5 億，政金債新增 929 億，增量由負轉正。信用債方面，短融超短融供給較上月回升，中票新增回落，
而同業存單大幅負增，增量環比大減 1143 億元。

2）廣義基金：贖回導致新增下滑，減持存單及政金債。11 月廣義基金持倉量僅增加 1207 億，增
量環比減少 927 億，其增量占機構總量的比例由上月 51%下降到 13%，與 11 月末基金大量贖回相關。
券種方面，11 月廣義基金減持政金債 84 億，增量由正轉負，較上月環比下降 1052 億；同時大幅
減持同業存單 1752 億，增量環比下降 1952 億，信用債方面，11 月廣義基金增持企業債，小幅增
持中票、短融。
3）商業銀行：接棒成增持主力，大行和中小行分化。11 月商業銀行持倉量增加 7862 億，增量環
比增加 5738 億元，其增量占機構總量的比例達到 88%，取代廣義基金，成為 11 月份債券增持的絕
對主力。分類型來看，11 月全國性大行繼續承接大量地方債外，主要增持國債、短融超短融和商
業銀行債，同時小額減持政金債，且由於資金面趨緊，大行減持存單幅度較大。城商農商行與大行
配置行為分化，由於不需要被地方債擠佔配債額度，因此 11 月增持國債、政金債和大量同業存單，
同時考慮到 MPA 考核和信用風險等，11 月城商農商行減持各類信用債。
4）保險大幅減倉，券商持倉量回升。11 月保險債券持倉量負增 1767 億，負增規模較上月擴大
1507 億，成為主要的減持力量，除小幅增持國債和同業存單外，保險機構全面減持其他券種。而
券商持倉量則增加 316 億元，增量由負轉正，主要增持國債和政金債，減持信用債。
5）境外機構增持國債，外資行配置同存。11 月人民幣雖對美元持續貶值，但較一籃子貨幣較為穩
定，CFETS 指數小幅上漲；此外，10 月人民幣加入 SDR，海外機構配置人民幣資產的需求仍在。11
月境外機構新增持倉量 157 億元，環比基本持平，主要增持國債（187 億），減持政金債（16 億）；
外資行新增持倉量 30 億，主要增持同業存單（39 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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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配置力量轉換，等待債市築底。11 月資金面持續偏緊，債市大幅調整，機構持債轉換明顯：廣
義基金受機構贖回和債市下跌影響，新增持倉明顯放緩；而商業銀行成為配置主力，增持利率債和
短融類，城商農商行則大量增持同存。此外，11 月債市調整下，保險機構大幅減倉，券商持倉則
有所增加。展望後市，貨幣政策緊平衡和年末臨近，短期流動性仍面臨考驗，我們認為 17 年 2 月
後，資金面壓力或逐步緩解。短期債市震盪築底，仍需防範信用風險、金融去杠杆以及資金面波動
帶來的衝擊。

策略
震盪階段的休整期，繼續韜光養晦
昨日市場大幅下跌，上證綜指跌 2.47%，創業板指大跌 5.5%，源於險資萬能險業務和舉牌行為監管
從嚴政策密集出臺、短期資金面偏緊、解禁高峰來臨等因素。
短期維持月度策略《震盪階段的休整期》、最新週報《韜光養晦》觀點，險資監管從嚴政策密集出
臺，疊加短期經濟資料偏弱、資金偏緊，市場進入休整期，性質上類似於今年 4 月中、去年 1 月，
短期繼續韜光養晦。
中期維持年度策略《震盪市走向牛市》觀點，第一大類資產比較中股票占優，第二預計 17 年淨利
潤同比 8%，結束 4 年的底部盤整，開始回升。第三改革和轉型望加速推升風險偏好。著眼中期，
國改主線最確定，價值股為底倉，風格系統性變化火候未到，逐步精選真成長個股。
風險提示：系統性風險。

大市導航
公用事業：一網打盡股權激勵之財務概覽
上市公司的股權激勵常見的有限制性股票、股票期權及股票增值權三種形式。股票期權具有高風險
高回報的特點，由於股票期權的行權價不允許在參考股價的基礎上進行折讓，期權的收益全部來自
股價相對授予價格的溢價，因此激勵作用更為明顯。限制性股票需要被授予方支出現金購買股票，
當股價下跌超過授予價格時，持有股票期權的員工沒有實際損失，但持有限制性股票的員工手上的
股票會帶來真實的虧損，離開公司的機會成本更大，因此限制性股票更強調留人。股票增值權無需
被授予方實際購買股票，不對公司股權進行稀釋，常見於現金流比較充裕的成熟期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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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激勵標的物的選擇中，限制性股票與期權為首要選擇。海通公用環保組股票池覆蓋的 138 家公司
中，有 32 家企業曾經或現正推行股權激勵計畫，集中在水務、固廢和大氣等相對技術密集和管理
密集的企業。
股權激勵的收益計算由授予價格和股票市價之間的差額決定。上市公司在股權激勵計畫草案公佈日，
應當確定授予價格或授予價格的確定方法。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價格可在參考股價上加以不多於 50%
的折讓，股票期權的授予價格不允許折讓。期權激勵中，高管和員工的收益等於行權日的股價減去
期權的行權價。限制性股票激勵中，高管和員工的收益等於解鎖日股價減去授予價格。股票增值權
激勵中，高管和員工的收益等於行權日的股票市價，減去授予日的授予價格。值得注意的是，期權
激勵行權/限制性股票解鎖後，獲授予的員工何時出售手中的股票是員工自身的投資決策，因此，
出售股票獲得的收益不屬於股權激勵的收益，而是員工本人的投資收益。
從高管收益的角度考慮，上市公司有動機在公告股權激勵之前壓低股價。從高管個稅繳納的角度考
慮，上市公司有動機在行權日前後壓低股價，在禁售期後拉高股價賣出。股權激勵的行權價格確定
過程中，存在獲授予員工和上市公司之間的利益博弈，也存在上市公司財務成本和獲授予員工個稅
徵收基數之間的權衡取捨。無論上市公司選擇哪種股權激勵的形式，股權激勵的授予價格越低，股
權激勵的公允價值就越高，相對應上市公司的財務成本越高，獲授予員工將來繳納個稅的基數越大。
限制性股票及股票期權帶來籌資性現金流流入，股票增值權帶來經營性現金流流出。股權激勵的成
本在等待期內確認並進行攤銷，在股權激勵全部解鎖前的每個資產負債表日，按照授予日股權激勵
的公允價值、當期的解鎖比例以及預計可解鎖的股權激勵數量的最佳估計數，將薪酬成本計入成本
費用。股權激勵的成本在各個財報期間的波動可能較大，無法用當期成本預測下一期成本。此外，
由於股權激勵的成本在等待期內均勻攤銷且分期解鎖，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的成本費用理論上逐年降
低。
股權激勵對員工來說是薪金酬勞，需繳納個人所得稅。對公司來說是用人成本，可作為經營成本進
行稅前扣除。股票期權和股票增值權的個稅繳納時間點是行權日，限制性股票的個稅繳納時間點是
解鎖日。獲授予的員工在授予日沒有納稅義務，員工實際擁有確定價值的財產時，才需要納稅。上
市公司在等待期內確認的股權激勵不得稅前扣除，只有在股權激勵計畫可行權後，才可以作為薪酬
成本稅前扣除。
風險提示。政策風險、法律風險、現行會計準則及稅務法規不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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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材：2017 年年度策略報告：繁華落盡，靜待買點
水泥：基建需求回升難敵地產需求回落，2017 年景氣上行空間有限。
2016 年地產小週期復蘇，基建穩增長持續推進，水泥需求有所復蘇，1-10 月全國水泥產量約
19.91 億噸，同比增約 2.6%。新增產能總量繼續回落，1-11 月全國新增熟料產能約 2100 萬噸，約
是 2015 年末產能的 1.2%。2016 年水泥供需邊際改善，價格、盈利修復超預期，全年行業盈利有望
同比增長超過 50%。2017 年地產需求景氣繼續上行空間有限，基建需求能否支撐住總需求尚待觀察，
水泥需求增速較 2016 年回落概率大；供給方面，產能預計仍有增量（3000-4000 萬噸熟料）；供
需邊際走弱，預計 2017 年水泥景氣上行空間有限。建議關注水泥龍頭整合帶來的區域競爭格局改
善以及企業國際化佈局。
玻璃：地產調控及產能複產加速背景下，2017 年景氣承壓。
2015 年開始玻璃行業經歷長期虧損後產能收縮加快，去產能趨勢延續至 2016 年 5 月；2016 年地產
需求景氣復蘇，供需邊際偏緊推動行業持續降庫存，價格提漲、盈利水準創近幾年新高。2017 年
玻璃需求展望因缺乏基建支撐弱於水泥，同時今年的高盈利景氣驅動複產熱情萌發、新增/複產產
能較多，預計 2017 年行業景氣承壓。建議關注行業龍頭走向下游深加工、降低自身週期性的努力。
玻璃纖維：看好製品環節。
玻纖紗、製品及複合材料產業鏈長，契合低碳、環保、輕量化的產業趨勢，應用領域、細分品種眾
多，需求並非嚴重依賴於地產。上游玻纖紗週期性較強，2017 年需求回歸穩態、景氣需觀察新增
產能投放進展；中下游的製品及複合材料領域週期性相對較弱，新應用、品類繁多，優質企業多元
化可實現成長。
投資主線：精選新材料成長標的，消費類建材靜待買點，關注轉型、國企改革。
精選新材料成長標的：長海股份、再升科技。從產業發展趨勢、企業主導產品份額提升、新產品開
拓、資本運作能力等方面來看，我們持續看好新材料領域上市龍頭企業的長期成長。前者主攻玻纖
多元應用，下游應用中汽車及交通工具輕量化、電子、建築、基建均有，並非完全受制於地產需求；
後者主攻微纖維多元應用，主導產品下游應用為半導體、電子、手術室等精密工業空氣潔淨，離地
產產業鏈更遠。
消費類建材長期成長邏輯順暢，靜待估值合理之買點。今年地產景氣復蘇，東方雨虹、偉星新材、
兔寶寶等消費類建材龍頭業績、估值雙提升，短期來看國慶日後估值受地產調控壓制，長期“大行
業、小龍頭”市占率的成長邏輯依然成立（消費類建材資訊不對稱程度高，龍頭企業可樹立管道、
品牌護城河），靜待估值合理之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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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轉型、國企改革。大部分傳統建材企業主業發展前景疲弱，轉型將是民企突破必由之路，建議
關注金圓股份、韓建河山等。國企方面，建材 2 大央企集團已公告合併，建議關注旗下重疊資產整
合、資本運作預期。
風險提示：地產、基建投資增速超預期下滑；上游原材料價格超預期上漲。

石油化工：關注甲醇價格上漲的投資機會
甲醇價格上漲，價差擴大。自今年 10 月份以來，甲醇華東平均價從 1903 元/噸上漲至 2771 元/噸，
漲幅達 45.6%（上漲 868 元/噸）；甲醇-1.5*無煙煤價差從 883 元/噸擴大至 1421 元/噸，漲幅達
60.9%（擴大 538 元/噸）。
原材料成本上升是推升甲醇價格上漲的重要原因之一。2016 年我國甲醇總產能為 7391 萬噸，其中煤制甲醇
占比達 71%，因此煤炭價格對甲醇價格具有較大影響。今年 10 月份以來，無煙煤華中平均價從 680 元/噸上
漲至 900 元/噸，漲幅達 32.4%（上漲 220 元/噸），煤炭價格上漲是推升甲醇價格上漲的重要原因之一。此
外，中石油自 11 月 20 日開始上調非居民天然氣價格 10%~20%，氣頭甲醇原材料成本上升也是甲醇價格的推
動力。甲醇裝置檢修、低負荷運行導致貨源偏緊。今年 10 月份以來甲醇裝置檢修較多，江蘇恒盛 30 萬噸、
陝西神木 40 萬噸、國電英力特 50 萬噸等甲醇裝置均有過停車檢修。此外，部分甲醇裝置維持低負荷運行：
重慶萬盛 85 萬噸煤制甲醇裝置開工率僅為 3 成，雲南雲維 50 萬噸焦爐氣制甲醇裝置開工率僅為 2 成。甲醇
裝置停車檢修及低負荷運行導致貨源偏緊。

下游需求同比有所改善。今年以來我國甲醇需求有所增長，前 10 個月表觀消費量為 4264.39 萬噸，
同比增長 14.9%。10 月份我國甲醇產量為 362.39 萬噸，同比增長 6.9%；表觀消費量為 420.58 萬
噸，同比增長 7.5%，下游需求同比有所改善。
重點關注上市公司。甲醇價格上漲，價差擴大有助於甲醇生產企業盈利改善，建議關注新奧股份、
廣匯能源、赤天化等。
新奧股份：（1）參股澳洲 Santos 油氣田，油價反彈業績彈性大增；（2）LNG 產業鏈佈局完整，
受益於天然氣行業快速發展。
風險提示：甲醇價格下跌、原材料價格上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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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色金屬：有色金屬行業觀點
1.鈷：國際市場帶動國內市場持續上漲，後市看好。國際鈷市場受來自超級合金的需求強勁的影響，
價格持續上漲，國產金屬鈷價格受國際價格上漲及人民幣匯率走低影響也持續上漲，新能源汽車和
電子消費品需求增長帶來的金屬鈷供應缺口依然存在，後市看好。
2. 稀土：12 月以來稀土價格上漲，長短期均看好。
3. 鋰：價格小幅上漲。12 月以來鋰價小幅上漲。截至 2016 年 12 月 9 日，工業級碳酸鋰價格為
11.65 萬元/噸，電池級碳酸鋰價格 13.08 萬元/噸。受季節影響，碳酸鋰量產走低，廠商心態走好，
價格走高。
4. 鋁合金：遼寧忠旺集團看好鋁合金油罐車發展。在歐美發達國家，鋁合金油罐車已替代碳鋼罐
車成為主流選擇。遼寧忠旺集團看好鋁合金油罐車在中國市場的應用前景，並開始佈局。
5. 鎂：價格小幅下跌。12 月以來鎂價小幅下跌。根據百川資訊報價，截止到 2016 年 12 月 9 日，
鎂價格 1.66 萬元/噸，鎂粉價格 1.75 萬元/噸，鎂合金錠價格 1.81 萬元/噸。鎂價小幅下降，主要
是由於下游需求一般，部分廠商庫存壓力較大。
6. 鉑金：價格觸及新底後反彈。在美元走強及黃金下滑影響下，11 月底鉑價連續走低。12 月初美
元走軟，鉑價從低谷反彈。截止到 2016 年 12 月 9 日，鉑金價格 222.93 元/克。
風險提示：系統性風險。

免責聲明
本檔有關證券之內容由從事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 571 章)中第一類(證券交易)及第四類(就證券提供意
見)受規管活動之持牌法團–海通國際證券有限公司(“海通國際證券”)所編制及發行。
本檔所載之資料和意見乃根據被認為可靠之資料來源及以真誠來編制，惟海通國際證券及海通國際證券集團
任何其他成員公司(「海通國際證券集團」)並不就此等內容之準確性、完整性或正確性作出明示或默示之保
證，亦不就其準確性或完整性承擔任何責任。本檔內表達之所有意見均可在不作另行通知之下作出更改。本
檔純粹用作提供資訊，當中對任何公司或其證券之描述均並非旨在提供完整之描述，而本檔亦並非及不應被
解作為提供明示或默示的買入或沽出投資產品的要約。本檔所提到的證券或不能在某些司法管轄區出售。
海通國際證券集團或任何其董事，雇員或代理人在法律上均不負責任何人因使用本檔內資料而蒙受的任何損
失(無論是直接，間接或相應的損失)。本檔只供指定收件人使用，在未獲海通國際證券事先書面同意前，不
得翻印、分發或發行本檔的全部或部分以作任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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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檔中提到的投資產品可能不適合所有投資者，投資者自己必須仔細考慮，自己的財務狀況、投資目標及有
關投資是否適合閣下。此外，謹請閣下注意本檔所載的投資建議並非特別為閣下而設。分析員並無考慮 閣
下的個人財務狀況和可承受風險的能力。因此，閣下於作出投資前，必須自行作出分析並（如適用）諮詢
閣下的法律、稅務、會計、財務及其他專業顧問，以評估投資建議是否合適。
如果一個投資產品的計價貨幣乃投資者本國或地區以外的其他貨幣，匯率變動或會對投資構成負面影響。過
去的表現不一定是未來業績的指標。某些交易（包括涉及金融衍生工具的交易）會引起極大風險，並不適合
所有投資者。人民幣計價股票的二手市場可能未必活躍，閣下或需承受有關的流通量風險。由於人民幣仍然
不能在香港自由兌換，閣下可能無法在閣下所選定的時間兌換人民幣及／或兌換閣下選定的人民幣金額。人
民幣匯率波動可能導致閣下於兌換人民幣為港幣或其他外幣時蒙受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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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產生的任何直接、間接或相應損失承擔任何責任。證券價格可升可跌，甚至變成毫無價值。買賣證券未必
一定能夠賺取利潤，反而可能會招致損失。海通國際證券及本集團的關聯公司、其高級職員、董事及雇員將
不時於本文件中提及的證券或衍生工具（如有）持有長倉或短倉、作為主事人，以及進行購買或沽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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