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年 12 月 21 日
債券
去杠杆防風險，債市熬冬待春——兼論債市見底將有哪些信號
近期債市繼續明顯調整
近期我國債市再度大幅調整，12 月 15 日國債期貨兩度接近跌停，10 年國債和國開達到今年年內高點。本週
一，由於國海事件發酵，非銀機構資金緊張，收益率持續飆升，10 年期國債和國開債利率又再創新高。
去杠杆、防風險：貨幣維持緊平衡
根據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定調，17 年貨幣政策將比 16 年更為穩健；明年 1 季度 MPA 廣義信貸考核將正式納
入表外理財，以引導金融機構加強對表外業務的風險管理。這意味著，去杠杆仍是當前貨幣政策的主要基調，
貨幣政策的轉向可能需要基本面再度下行壓力很大時才能看到，短期內貨幣將維持緊平衡。
美國加息靴子落地，但上調明年預期
上周美聯儲加息落地，但 17 年預期加息次數達到 3 次，遠超此前市場預期，美元上漲加劇人民幣貶值壓力，
疊加中美利差收窄，始終制約我國利率進一步下行。雖然美國經濟短期改善，但不少長期問題仍堆積，如果
17 年美國經濟重新下滑，那麼加息次數將少於 3 次。
經濟短期穩定，通脹風險仍存
短期固定資產投資平穩，11 月 CPI 同比 2.3%，PPI 同比大幅回升至 3.3%，工業品價格短期難以大幅回落，
國際油價仍在高位，低基數效應下，後續通脹上行壓力不減。
13 年去杠杆經驗：債市見底的三大信號
1） 從基本面來看，經濟回落風險逐漸增加，PPI 環比或在 17 年 1 月份首次轉負，屆時通脹壓力有望緩解。
2）每年 12 月會有超萬億財政存款投放，當月超儲率或大幅上升；而 1 月後，考慮到春節提現需求和換
匯壓力，央行往往也會大筆投放資金；3）三是 11 月房價明顯回落，17 年初投資將再度下行，這使得信
貸等融資的需求下降，而對國債等安全資產的需求上升。
高杠杆難承受高利率，去杠杆利率先升後降
當前我國全社會總負債已接近 GDP 的 230%，按照海外經驗，如果要降低我國全社會債務率，10 年國債利率
得在 3%以下，否則債務增長會逐漸失控。去杠杆初期，利率大幅上行衝擊債市，但當經濟通脹再度回落時，
我國利率有望重新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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熬過冬天，就是春天
經過調整，目前國債和國開期限利差已收窄至 15 年 3 月以來低位。短端利率高位源於匯率、央行政策及月
末春節因素，後續看資金面仍將面臨波動，真正緩和或需等待春節之後，債市仍需熬過冬天，短期維持 10
年國債利率區間 3%-3.4%。
我們認為，17 年地產投資下滑，經濟下行壓力較大，通脹也將重新回落；去杠杆後的債市仍有機會，看好
明年債市機會，堅定判斷 17 年 10 年期國債利率有望重回 3%以下。

大市導航
傳媒：堅定看好：投資邏輯重構價值成長並重
板塊觸底，行業告別野蠻生長，產業升級是重點。2016 年板塊回檔幅度較大，但是文化傳媒行業的整體增
速仍然強勁，同時泛娛樂與行銷板塊 2017 年估值已經較低，所以看好板塊。行業的擴張邏輯仍在，但告別
之前的野蠻生長，收購更注重業績和佈局的並重，而非單純地強調格局。同時文化產業的轉型和升級在各個
子領域都將有深刻的變化，關注政策觸底反彈對於板塊估值的提升。
影視板塊：重點關注成長股內容爆發及優質院線並購機遇。16 年預計票房 460-470 億之間，剔除票補因素外
增速約 15%，票房增速放緩主要源於優質內容缺失以及 15 年高基數，從人均觀影次數、17 年片單、政策利
空因素消化等我們判斷明年票房將好轉，院線並購加劇；資本層面估值回落、個股價格回落至相對底部。推
薦：上海電影（並購預期）、慈文傳媒（內容龍頭）、長城影視（小市值）。
行銷板塊：具備低估值、有業績的維穩屬性。關注移動行銷類公司，從 16 年 1-9 月資料表明，影院、移動、
樓宇電梯、廣播四大管道規模均保持增長，但傳統管道均出現下滑。未來認為整體受到宏觀經濟和板塊業務
結構性調整雙重影響，移動和被動為核心，內容行銷是增量，技術行銷是方向。重點關注：1）優質客戶資
源：省廣股份；2）新業務：思美傳媒、浙江富潤、利歐股份、龍韻股份。
遊戲台塊：端游頁遊增速趨穩，手遊依舊快速增長，VR/主機遊戲隨著消費級設備普及在逐步放量。國內市
場集中度提升，擁有優質 IP 且具備研運一體的公司將擁有更多機會；同時海外市場業務拓展以及優質資產
收購將成為新看點，未來將以“內生+外延”為核心，保持業績高增長；堅定看好遊戲出海、電競、VR/AR
遊戲三方向；重點推薦完美世界、中文傳媒、天神娛樂、帝龍文化。
傳統媒體：肩負轉型升級重任。傳統媒體的轉型和升級是國家支援以及各個企業亟需完成的使命。傳統媒體
擁有政策紅利、資源優勢、現金流充裕的優勢。推薦轉型積極的公司，相關個股：皖新傳媒、新華文軒、湖
北廣電、出版傳媒。
體育板塊：體育產業將迎來爆發期。預計行業增速超 30%，行業景氣度持續向好。政策扶持力度不斷加大，
資本化進程提速，疊加消費水準提升，多重利好助力行業發展。看好體育核心產業（服務業），重點關注體
育行銷、體育經紀，盈利模式清晰，且彈性大。選股雙邏輯：1）細分產業龍頭，推薦雷曼股份、當代明誠、
星輝娛樂。2）小市值，外延預期強，推薦雙象股份、三夫戶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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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板塊：政策紅利將逐步體現。教育標的營利和增長較理想，新南洋、威創股份等業績突出；同時產業化
率較低，隨著資本人才等不斷注入，行業整合能力將加強。建議積極佈局團隊整合能力強、業務內生成長性
好標的，並關注轉型意願強個股。相關個股：勤上光電、新南洋、開元儀器、盛通股份、方直科技、世紀鼎
利、威創股份。
風險提示。政策不確定性；個股收購低於預期。

石油化工：關注油品升級的投資機會
2017 年起全國範圍油品升至國 V 標準。2016 年 2 月 17 日國家發改委等 11 部委聯合發佈《關於進一步推進
成品油品質升級及加強市場管理的通知》（發改能源【2016】349 號）。為了加快成品油品質升級，通知規
定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東部地區 11 省市全面供應國 V 標準車用汽油、柴油；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全國全
面供應符合國 V 標準的車用汽油、柴油，同時停止國內銷售低於國 V 標準車用汽、柴油。
加強煉廠品質升級和生產監管。《通知》還提出中央及地方煉油企業必須嚴格按照國家相關政策時限要求實
施油品升級；必須依據國家現行品質標準組織成品油生產，未取得工業產品許可證、不符合現行國家標準的
成品油產品不得出廠。
汽油品質升級最主要是硫含量的降低。汽油中的含有的硫化物在發動機中燃燒時，以硫的氧化物 SOx 形式
排入大氣，造成酸雨的前身物。降低汽油中的硫含量可以減少尾氣中易揮發的有機物（VOC）、CO 和 NOx
的排放量。此外，汽油硫含量高，汽車尾氣催化轉化器的壽命要縮短，性能變差。隨著我國油品排放標準的
提升，汽車尾氣中的硫含量將不斷下降，從而有助於減少空氣污染。從汽油國四標準到國五標準，對汽油中
硫含量的限制由不超過 50ppm 下降到不超過 10ppm。
三桶油加快煉廠油品升級步伐。針對國家油品升級的政策要求，三桶油陸續實施多個國 V 油品升級專案，
並如期完成東部 11 省市國 V 汽柴油升級。截至今年上半年中石化已有 70%以上車用汽油、40%以上車用柴
油達到國 V 標準。我們估計年底前三桶油將陸續完成油品升級改造。
地煉原料結構優化，二次配套裝置緊跟油品升級。我國逐漸對地煉放開原油進口，2016 年非國營原油貿易
進口允許量為 8760 萬噸，同比增加 5000 萬噸（+133%），地煉企業原料輕質化對油品提升有促進作用。此
外，地煉企業重整、催化裂化、加氫等裝置不斷上馬，如萬達天弘 80 萬噸/年、金誠石化 120 萬噸/年重整裝
置已陸續投產，二次配套裝置有助於推動地煉企業油品升級。
關注油品升級的投資機會。在油品質量升級過程中，以下公司將會受益：（1）改善汽油車尾氣排放的異辛
烷、MTBE 生產商海越股份、齊翔騰達；（2）改善柴油車尾氣排放的車用尿素溶液生產商四川美豐；（3）
高品質成品油生產商中國石化、華錦股份、上海石化、中國石油。
重點關注上市公司。在油品升級主線下我們建議重點關注中國石化、海越股份、華錦股份、齊翔騰達。（1）
中國石化：我國最大的煉化公司（2015 年汽煤柴產量 1.48 億噸）；PB 0.96 倍；改革穩步推進。（2）海越
股份：具備 60 萬噸異辛烷、60 萬噸丙烷脫氫（PDH）產能；期待油品升級刺激異辛烷需求並帶動盈利提升；
PDH 項目助公司減虧。（3）華錦股份：具備 600-800 萬噸煉油能力，彈性最大的煉化上市公司；-35#柴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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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煤等產品結構不斷優化；期待未來產能擴張。（4）齊翔騰達：具備 35 萬噸 MTBE、20 萬噸異辛烷產能，
受益於油品升級；具備 15 萬噸丁二烯、10 萬噸順丁橡膠產能，受益於產品價格上漲；君華集團有望成為公
司實際控制人，期待未來業務擴張。風險提示。油價回落、油品升級不及預期等。

有色金屬：鈷價近期上漲啟發
啟示 1：價格長期底部供需平衡敏感。
啟示 2：底部品種容易超預期，就像這次反倒是傳統需求成亮點：國內鋰離子電池 9、10 月產量 YOY50%以
上，新能源汽車產量 YOY11 月回落至 11%，傳統電池需求拉動。
啟示 3：週期股看清楚方向就要堅持，底部要多關注利好的邊際改變因數。也同樣適用於其他底部金屬品種。
風險提示：鈷價價格波動，系統風險等。

農業：供給側改革點燃農業炒作熱情，政策市後半段三條主線擇股
1）供給側改革玉米首當其衝，價格上有頂下有底。農產品中玉米供給明顯過剩，宏觀調控首先削減其種植
面積，調控種植面積的有效手段就是限制價格，當前玉米種植成本 1300-1400 元/噸，價格 1500 元/噸，進口
到岸價 1400-1500 元/噸，玉米價格難以暴漲。另一方面，國家強調在供給側改革的同時要保證農民的收入，
底就是成本線，大商所 1391 元/噸就是底。從供需平衡表看，由於產量下降庫存在緩慢減少也支持底部已經
確立的結論。
2）我們統計了最近 5 年一號檔出臺前後的市場表現。通常四季度農業都會有一波政策性行情。飼料、畜禽
養殖以及疫苗板塊的相對表現最為亮眼，在 1 號檔發佈前一個月，平均相對收益分別為 3.9%、3.8%和 2.5%。
在 1 號檔發佈前一周，板塊整體走勢穩健，個別品種存在炒作可能。政策發佈後一周，市場情緒回落，農業
板塊整體表現偏空。具體看，疫苗持續先前良好表現，果蔬和水產養殖也出現反彈。當下，已經是政策的後
半段。但從一整年的維度看，農業行業伴隨著下半年的調整，逐步已經進入到可配置區間。建議關注：a）
農業股中的國企改革：中糧屯河和開創國際。b）有漲價預期的：糖、海參和橡膠。c）股價已經跌不動的。
比如海大集團。
風險提示：政策推進不達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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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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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