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年 12 月 14 日

宏觀
工業低位企穩，投資增速回落——11 月工業、投資、消費資料點評
1）工業低位企穩。11 月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速微幅回升至 6.2%，季調環比增速升至 0.51%，11 月主
要工業品產量增速漲跌互現，粗鋼、水泥、乙烯升，有色、汽車降，低基數效應消退令發電量增速
回落至 7.0%。11 月終端需求地產降、汽車平，外需改善但依然承壓，而 12 月上旬發電耗煤增速大
幅回落至 3.3%，均意味著後續工業生產或逐漸降溫。
2）投資增速回落。11 月固定資產投資當月同比增速回落至 8.3%，民間投資增速降至 5.2%。三大類投資中，
製造業投資反彈，基建投資繼續下降，地產投資大幅回落至 5.6%。展望未來，今年地產銷量增速走勢整體
呈“M”型，因而地產投資增速或短期反彈但長期趨降。減稅降費、價格反彈帶來的盈利改善令製造業投資
增速反彈，但去產能或令反彈力度較弱。而財政收支矛盾凸顯或令基建投資後繼乏力。

3）地產需求轉差。11 月全國商品房銷售面積當月同比增速由 10 月的 26.4%暴跌至 7.9%。而從高
頻資料看，一線及主要二線城市地產銷量增速已在 10 月下旬由正轉負，11 月更是跌幅擴大。11 月
土地購置面積同比增速由負轉正至 6.2%，房地產商資金狀況改善、拿地意願回升。但 11 月新開工
面積增速大跌至 3.3%，終端需求走弱、三四線城市地產庫存偏高、已開工未竣工面積依然高企，
令地產新開工面積增速再度回落。
4）消費增速反彈。11 月社消名義增速顯著回升至 10.8%，實際增速小幅回升至 9.2%，實際增速反
彈力度不及名義增速，印證消費品價格明顯上升。分項來看，衣、食、日用品等必需品保持穩定，
可選品表現亮眼，汽車、通訊器材、石油製品、家電同比均上升。但未來汽車低基數效應減退，而
地產相關的傢俱、建材類已現回落，反彈持續性仍待觀察。
5）下行壓力仍大。11 月工業增速低位企穩，商品價格大漲推動庫存週期回補和外需改善是主要貢
獻。但 11 月投資增速已再度回落，而 12 月以來主要 26 城地產銷量同比增速-14.8%、依然為負，
六大發電集團耗煤同比增速繼續下滑至 3.3%，均意味著 12 月終端需求和工業生產起步不佳。展望
17 年，地產和汽車兩大需求均有較大下行風險，而去全球化使得外貿存壓，因而經濟下行壓力仍
將逐步顯現。預測 4 季度 GDP 增速微降至 6.6%，17 年全年 GDP 增速降至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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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如何買大小----市場風格探討

1）回顧：大小風格一年一切換。A 股市場上 93-01 年小市值公司相對占優，02-07 年大市值公司相
對占優，08 年以來小市值公司再次占優。風格指數 2000 年開始編制，小盤指數、大盤指數的相對
走勢與上述結論一致。中長期看，A 股大小盤風格輪換存在長週期特徵，一種風格持續時間 6-10
年。從每十年一輪的產業週期看，中期風格切換契合產業結構變遷。短期看，市場大小風格一年一
切換。08 年以來市場，很有意思的現象是，上證 50 和中證 100 代表的大盤價值、中小板指和創業
板指代表的小盤成長，基本上是一年一變，輪番領頭。
2）流動性鬆緊決定風格嗎？流動性鬆緊對風格影響不大，對整體行情影響更直接。對比中小板指/
上證 50&中證 100 和基準利率走勢，可見流動性鬆緊對風格大小影響不顯著。動性鬆緊對風格影響
較小，對市場整體影響更直接，如 11 年初流動性收緊市場大小齊跌，而 14 年底降准降息後市場大
小均漲。
3）經濟基本面決定風格嗎？經濟基本面對風格有一定的影響，經濟資料好轉時利於大盤價值股。
由於金融和週期行業與經濟週期密切相關，在宏觀經濟改善時金融和週期行業業績更佳，以上證
50 和中證 100 為代表的大盤價值更強勢。當然，大盤價值占優與經濟資料改善並非完全對應，其
他因素也可能驅動大盤價值股行情，如 14 年底券商引領大盤價值行情。
4）相對估值高低決定風格嗎？小盤成長相對大盤價值長期享有溢價估值，進入 2010s 時代後，小
盤成長相對估值系統性提升。雖然小盤成長相對估值中樞提升，但若相對估值遠偏離階段性中樞，
則較易促成風格轉變。
5）機構持倉結構決定風格嗎？基金配置結構對風格影響明顯。整體上，機構超配板塊繼續加倉空
間小，後續表現恐疲軟，而機構低配板塊後續博弈空間大，表現更易超預期，過去幾年風格變化與
機構配置結構變化均有關係。
6）政策事件對風格影響大嗎？風格持續分化較久後，市場具備風格轉變的基石，而政策事件則更
易成為風格轉變的催化劑。如 12 年 12 月大盤價值突然爆發的催化劑是十八大會議召開，市場對改
革預期升溫。
7）2017 年風格猜想：小盤成長占優嗎？對比 13 年來基金持倉，中小創占比處於中高水準、TMT 中等水準。
相對估值來看，中小盤成長相對大盤價值基本已回到 2013 年上半年水準。風格轉換在積蓄力量中。綜上所
述，流動性本身就風格影響就不大，經濟基本面短期沒有明顯變化，機構配置、相對估值、事件催化對短期
風格影響更明顯。中小創代表的小盤成長，在機構配置和相對估值方面都有所改善，為下一步風格變化提供
了條件，但數值的偏離還沒到很有吸引力的程度，力量還需積蓄。此外，從事件催化來看，還需要等待新的
信號，年報和一季報數據可能是其中之一，時間點上還需要等到 17 年 3-4 月才逐步明朗，而且，從市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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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際資金來看，短期新增資金仍是銀行理財、保險等配置型資金，他們更偏好業績較好、現金流充沛的大盤
價值股。風險提示：系統性風險。

大市導航
保險：監管思路明確，萬能險無序發展時代結束——詳解萬能險與險資舉牌的前世今生
險資舉牌潮始於 2015 年下半年，主要標的是估值低、分紅好、股息率高、ROE 高的上市公司。1）
2015 年 7 月開始，保險公司開始大規模舉牌上市公司，相繼有近 10 家險企參與舉牌近 50 家上市
公司。其中以寶能系（前海人壽）、安邦系、恒大系的舉牌頻率和活躍程度最高。但 2016 年下半
年險資舉牌頻率顯著低於 2015 年同期。2）舉牌標的特徵上，險資偏好於估值較低、股息率和 ROE
較高、現金流穩定、股權分散的上市公司，同時偏好已經持有或重倉的股票。行業選擇上，保險公
司對銀行、地產行業、商貿行業的配置力度最高。
險資舉牌的原因包括利差損壓力下的風險偏好提升，以及“長期股權投資——權益法”核算下的投
資收益、利潤和償付能力提升。1）保險公司舉牌盈利穩定的高 ROE 上市公司後，可以應用“長期
股權投資-權益法”進行核算，從而通過分享被投資公司的經營業績顯著提升投資收益和當期利潤，
且利潤不受股價波動和分紅水準的影響。2）長期股權投資（合營、聯營企業）的權益價格風險因
數僅為 0.15，顯著低於上市普通股票。因此舉牌後的長期股權投資，能夠減少最低資本，從而提
升保險公司的償付能力充足率。
險資舉牌的來源是 2015-2016 年 1 季度萬能險的無序增長。2015 年和 2016 年 1 季度是萬能險的無
序增長期。2016 年 1 季度萬能險銷售 5969 億元，同比大幅增長 214%，占人身險規模保費的比例提
升至 38%。安邦、前海、華夏、生命等非上市公司將萬能險作為快速提升保費規模、搶佔市場份額
的“低成本”融資工具，“萬能險+股權投資”的“資產驅動負債”模式從根本上催生了大規模舉
牌行為，同時可能會帶來流動性、短錢長配、利益輸送等風險。
2016 年 2 季度開始保監會加強監管，萬能險保費年累計增速大幅下降，從源頭上抑制了險資舉牌
潮。受 2016 年 3 月和 9 月兩次嚴格的監管政策和一系列監管措施影響，2016 年 2 季度以來保戶投
資款新增交費（萬能險為主）年累計增速逐月下滑，從 3 月的 214%快速下降至 10 月的 74%。萬能
險無序增長的態勢已經得到了徹底遏制，從而從源頭上抑制住了險資舉牌潮。僅安邦人壽、和諧健
康、恒大人壽等由於資本實力較強，萬能險增長依然較快，因此我們一直判斷只有少數幾家保險公
司存在舉牌的能力和意願，舉牌的次數將遠遠少於 2015 年底。
近日保監會採取了叫停前海人壽萬能險新業務，暫停恒大人壽委託股票投資業務等新舉措，從負債
端和資產端同時加強監管。保監會在負債端嚴格執行 3 月和 9 月的監管新政，嚴格限制萬能險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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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存續期業務規模；同時，在資產端嚴格限制或短期禁止保險公司的舉牌行為及不合規的股票投資
行為。
險資舉牌和萬能險監管趨嚴有利於行業整體轉型和上市保險公司強化競爭優勢。市場對於利差收窄
和業績下滑風險已經充分反應，近期市場利率回暖，且放開滬港通、私募基金等投資範圍，邊際預
期好轉。目前四家上市公司股價對應 16PEV 僅 1 倍，具有較高安全邊際，推薦新華保險和中國人壽。
不確定性因素。權益市場下跌導致業績與估值雙重壓力。

鋼鐵：短期繼續看漲
1）盈利逐步改善。前期鋼價上漲近千元，但由於原料上漲，使得 80%左右的產品盈利能力反而走
弱。最近半個月燃料價格止步，鋼價繼續上漲，盈利短期改善較為明顯，預計仍可持續一些時日。
2）供給側改革往縱深推進，地方更樂於鋼價上漲企業盈利稅收增加。過去三個月鋼價雖然上漲，
但鋼材盈利能力止步，主要是用來消化成本，即便如此，鋼鐵股價也一路上行，顯示市場對供給側
改革的預期更為堅定。目前各種措施不斷強化，各地淘汰的產能越來越高，預計板塊也會繼續走強。
3）明年看淡。如果看到明年，我們認為情況可能會弱化，主要是需求下降，出口不能指望多少增
長，庫存需求也不會較多釋放。
4）建議關注新興鑄管、寶鋼股份、永興特鋼。
風險提示。政策性風險。

石油化工：我們預計 2017 年油價同比上漲 20-30%
1）全球石油公司資本支出連續兩年下降將影響原油供應。2015 年上游資本支出下降 24%，2016 資
本支出預計降幅在 20%以上，上游投入連續下降將從 2017 年下半年開始影響原油產量。
2）OPEC 限產。11 月底，OPEC 達成限產協定，擬減產 120 萬桶/天，此外非 OPEC 國家也有望減產
60 萬桶/日，原油供應將下降。
3）剩餘產能大幅下降。目前 OPEC 剩餘產能 1.7 億噸，較 2015 年下降 40%以上。在需求穩定、供
應下降的背景下，油價有望震盪上行。
4）油價上行關注的投資機會：通源石油（小市值民營油服）；洲際油氣（通過增發並購油氣區塊，
油氣產量大幅提升）；桐昆股份（滌綸龍頭，油價反彈業績彈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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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提示：油價大幅波動、改革不及預期。

農業：中央重申農業供給側改革，相關個股迎主題投資機會
1）12 月 9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分析研究 2017 年經濟工作。其中重點提到“要積極推
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2）2016 年一號文件首次提出“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年來成果顯著，玉米種植面積大幅調
減、臨儲政策取消，農村土地流轉加快推進，轉基因商用提上日程。我們認為 2017 年改革的重點
或將繼續集中在糧食價格機制形成、土地流轉等方面。
3）主糧中玉米為供給調節重點，預計未來去庫存和調減種植面積將繼續推進，玉米價格或將迎來
上漲，重點關注玉米種子龍頭登海種業，同時關注種業國家隊隆平高科。
4）農墾由於土地資源集中，將在加快土地流轉過程中顯著受益，此外農墾改革將聚焦政企分離、
土地資源注入、種植效率提升等方面，對企業形成長期利好，重點關注北大荒、海南橡膠、亞盛集
團、象嶼股份。
風險提示：政策推進不達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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