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年 12 月 23 日
策略
混改：國企改革新動力
國企改革受重視程度不斷提升，預期重建。12 月 14-16 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京舉行，會議明確提出明年
“要深化國資國企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國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國改進入深化的新階段。回顧可以發
現從今年 6 月底以來國改受重視程度在不斷提升，國企改革主線，經歷 13 年底到 15 年中預期不斷升溫，15
年中到 16 年中市場預期不斷降溫後，16 年下半年以來預期有所改善，雖然市場整體上仍有懷疑和猶豫，但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定調，未來改革不斷落地，國改預期重建中。
混改成為國改新動力、新亮點。回顧國改進程，各細分領域推進有緩急之分，混改同樣經歷了預期升溫-降
溫-修復的過程。十八屆三中全會後，混改在實際推行中遭遇困難，預期降溫。究其原因，從國有資本看是
擔心國有資產流失，從非國有資本看產權保護問題使得民企參與積極性不高。針對兩類問題，近一年都有相
應保障政策出臺。9 月 28 日，劉鶴主持召開發改委混改試點專題會，首次提出“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深
化國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這一提法隨後也超預期的出現在 12 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混改在國改中的
地位明顯提高。企業層面，聯通、中石油、中船、國網等多家央企近日表示研究混改也印證混改正在提速，
可以預計明年混改將成為深化國企改革的突破口與主戰場。
引入戰投資、股權激勵對業績提升力度較強，借殼、整體上市、各類激勵等混改公告發佈後超額收益明顯。
映射到資本市場，不同的混改方式也會帶來不同的經營效果，市場的反應也各不相同。回顧 13 年 11 月-15
年已發生混改的國企上市公司，我們發現，引入戰略投資者和實施股權激勵的公司業績提升力度較強，進行
借殼、整體上市、員工持股、股權激勵的上市國企，市場給予公司的溢價較高。
七大重點混改行業。12 月 14-16 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國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按照完
善治理、強化激勵、突出主業、提高效率的要求，在電力、石油、天然氣、鐵路、民航、電信、軍工等領域
邁出實質性步伐。
國企改革精選組合。國企改革包括混改、資產整合、各類激勵等多種途徑，我們前期多篇報告已有闡述分析，
策略與行業分析師合作梳理的最新國企改革組合 15 只。
風險提示：國企改革推進不及預期，經濟增長失速，政策調控市場超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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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
實體經濟觀察：防風險，促改革
下游行業：地產 11 月房價環比增速回落，12 月中旬地產銷量跌幅擴大。乘用車 11 月經銷商庫存穩定，12
月前兩周批發增速仍持平。家電 11 月產量增速仍高，12 月白電線下零售呈倒 V 形。文體娛樂方面，上周電
影票房、觀影人次環比回升、同比下滑。
中游行業：鋼鐵方面上周鋼價沖高回落，開工率再降，社會庫存繼續回補，需求、價格似有走弱之勢。上周
高標水泥價格環比微幅下滑，庫容比創同期新低。化工方面 PTA 產業鏈價格續漲，下游需求改善帶動庫存
回補，而上游限產保價。電力方面，11 月工業用電量增速再升，12 月中旬發電耗煤增速亦較上旬回升。
上游行業：上周煤炭價格平中有跌，港口煤炭庫存繼續回升，動力煤供需格局走弱。上周美聯儲鷹派加息令
美元指數創新高，OPEC 與非 OPEC 達成聯合減產令油價繼續上漲。上周美元回升壓制銅、鋁價格，但需求
預期推動銅庫存回補。交運方面，11 月全國貨運量增速創新高，鐵路貨運量增速更創 6 年新高。上周美元
指數繼續壓制 BDI 指數。12 月工業經濟整體表現整體平穩。終端需求中，上中旬地產銷量增速、前兩周乘
用車銷量增速均較 11 月持平。工業生產中，鋼企開工率逐周下滑，上中旬發電耗煤增速小幅回落。各行業
庫存漲跌互現，整體呈緩慢回補態勢。而生產資料價格環比漲幅也較前期收窄。
穩增長已非當務之急，穩增長雙刃劍效果也逐漸顯現：既為改革創造了條件，也令風險因素積聚。中央經濟
工作會議定調 17 年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化之年，同時稱要把防控金融風險放到更重要的位置，意味著 17
年經濟工作主線將由穩增長轉向防風險、促改革。

大市導航
食品加工：乳品行業 12 月月報：國內外價格保持小幅上漲
國內原奶價小幅回升，國際原奶價格多數上漲。12 月 7 日主產區生鮮乳價格 3.50 元/kg，11 月生鮮乳均價
3.47 元/kg，環比漲 0.73%。10 月國內主要原料奶產區價格環比漲 0.94%，其中東北、華北地區漲幅較大，分
別環比上漲 2.89%、2.50%，華東地區下跌 0.27%。國際上，12 月 20 日，恒天然全脂奶粉拍賣均價 3568 美元
/噸，環比增 1.98%；9 月份，美國 A 級脫脂奶粉均價為 2019 美元/噸，環比上漲 8.35%；9 月 31 日-10 月 14
日，大洋洲脫脂奶粉均價 2400 美元/噸，環比減 2.04%，全脂奶粉均價 2800 美元/噸，環比減 3.03%；同期，
歐盟脫脂奶粉均價 2300 美元/噸，環比持平，全脂奶粉均價 2937.5 美元/噸，環比減 0.42%。
國內乳品進口量增價跌，國際奶粉出口同比減少。國內原奶供給方面，9 月種牛進口量同比減 35.45%。進口
方面，1-9 月工業奶粉進口 49.67 萬噸同比增 9.7%；嬰幼兒配方奶粉進口 15.3 萬噸，同比增 27.7%；液態奶
進口 48.75 萬噸，同比增 56.2%。2016 年 1-9 月，主要乳製品出口國共出口奶粉 264.86 萬噸，同比減少 4.9%。
飼料原料價格方面，9 月份國內玉米價格環比下降 1.6%；豆粕價格環比下降 0.2%；苜蓿草進口量環比下降
0.08%；燕麥乾草進口量環比下降 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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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製品產量較快增長，主要產品價格相對穩定。11 月，國內乳製品產量同比上升 10.24%；前三季度乳製品
7 家上市公司共實現收入 685.39 億元，同比減少 6.50%；歸母淨利潤 47.82 億元，同比增加 23.15%。12 月 9
日，優酪乳零售價 14.07 元/公斤，同比增 0.64%；牛奶 11.30 元/公斤，同比增 1.53%。主要乳產品價格相對
穩定。
市場表現。1-11 月乳製品板塊下跌 0.42%，上證綜指下跌 11.90%，乳製品板塊跑贏大盤 11.47 個百分點。板
塊中漲幅前三名為燕塘乳業、伊利股份、三元股份，漲幅分別為 20.10%、10.47%、7.41%，跌幅前三名為光
明乳業、科迪乳業、貝因美，跌幅分別為 17.68%、13.28%、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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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蒙牛雙寡頭格局得以鞏固，有利於後期行業銷售費用率的降低。乳製品行業告別高增
長之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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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當前股價對應 16 年 PE 不到 18 倍，與白酒龍頭對比並從長期成長性角度考慮，
估值有修復空間；2）公司在行業增長放緩背景下，競爭優勢突出，中高端產品保持較快增長，產品結構持
續升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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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不確定因素。紐西蘭地震對原奶生產影響，食品安全問題，消費需求因促銷減少而下降。

傳媒：海外引進劇：數量受限、精品不減
第一部分：中國海外電視劇引進歷史：受到較大外交政策影響
第二部分：電視臺海外劇引進規定：先審後播，時長、數量、播出受限制
第三部分：視頻網站海外劇引進規定：先審後播，數量受限制
第四部分：視頻網站引進劇現狀：優質海外劇引進加強差異化競爭
第五部分：A 站、B 站海外劇現狀：UGC 內容存在高版權風險
第六部分：政策管控下，引進劇數量受限、精品不減
風險提示：政策監管加嚴，系統性風險。

汽車與零配件：2017 國改見效年，看好汽車產業充分參與
1、國改全面加速中，看好 2017 國改見效年。國企改革自今年 6 月底加速推進，7 月國改試點全面鋪開，9
月底發改委混改試點專題會、首提混改是深化國改的重要突破口、新階段；12 月國資委通報政策面“1+N”
檔體系已完成、八項試點全面鋪開，並設 4300 億引導基金力挺創新驅動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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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汽車產業具有推進國改的迫切訴求。中央及地方國有汽車企業是我國汽車產業中堅力量，如一汽、東風、
長安、上汽、廣汽、江淮、華域、威孚等龍頭整車及零部件企業。我國汽車產業起步較晚，國企長期存自主
創新、經營效率等諸多問題亟待解決，加快汽車行業國改進程、促進效率提升迫在眉睫。
3、看好汽車行業通過混改、整體上市、員工激勵等形式、充分參與國改浪潮，相關個股未來有望受益于國
改帶來的效率提升、質地優化、價值回歸。建議關注上汽集團、江淮汽車、長安汽車、江鈴汽車、威孚高科
等。
風險提示：國企改革不及預期。

有色金屬：鈷動態資訊
因剛果金現任總統 12 月 19 日到期不離任，導致反對派衝突，政府發言人表示共有 11 人死亡，其中包括首
都金夏沙的 9 人和盧本巴希市的 2 人。觀點：1、全國經濟體量小，反對派沒有資金實力反對。2、局部戰亂
可能有，大規模內亂可能性不大，原因執政黨勢力強。供給端短板因素會刺激價格上行。後續資訊緊密跟蹤。
風險提示：爆發大規模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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