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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經濟
銅：銅價反彈可持續，或形成反轉趨勢
2016 年初至今銅市場回顧：多力量致銅價長期寬幅震盪，中美基建預期拉動銅價。2016 年 1-10 月
銅價在全球經濟疲軟，英國脫歐，市場對各國央行寬鬆政策的預期以及美國加息的預期等多種力量
的博弈下，開始了較長時期的寬幅震盪。11 月 LME 銅價漲勢如虹，主要是因為中美經濟資料向好，
市場對未來全球、特別是中國和美國基建對基本金屬的需求持樂觀態度。
ICSG 預計 2016 年銅精礦產量同比增速略提升至 4%，2017 年銅礦產量與 2016 年持平；預計 2016
年全球精煉銅產量增速略提升至 2.2%，2017 年放緩至 1.7%。ICSG 預測 2016 年全球銅精礦產量
（金屬量）為 1988.4 萬噸，同比增速為 4%，較 2015 年的同比 3.8%的增速小幅提升。2017 年全球
銅礦產量預期與 2016 年持平；ICSG 預計 2016 年精煉銅產量同比增長 2.2%，達 2340 萬噸，2017 年
產量同比增速放緩至 1.7%，電積銅預計仍會拖累全球產量。2016 年和 2017 年，中國仍是全球精煉
銅產量增長的主要推動者。
加工費下調，全球銅礦供應拐點初現。2016 年，連續回升了 3 年的銅加工費出現了拐點。2016 年
11 月達成的 2017 年銅精礦加工精煉費用（TC/RC）繼續下調 5%，粗煉費為 92.50 美元/噸，精煉費
為 9.25 美分/磅。儘管有觀點認為加工費降低與中國銅冶煉產能擴張更為相關。但實際上，本輪銅
礦擴產週期已經接近尾聲，且銅價長期低迷造成了資金投入縮減，從而導致生產延遲或產能縮減，
許多新項目推遲到 2019 年以後投產，尋找到“世界級”的礦脈越來越難，ICSG 調低了其對全球銅礦
產能的預測。加工費的下降預示著全球銅礦的供給拐點初步顯現，銅礦供應過剩的局面或在 2017
年全面改變。
2016 年中國銅消費維持 2.5%以上的同比增速，2017 年維持緊平衡。2016 年中國電力投資增速快，
家電、交通、建築均保持平穩增長。總體看，中國這個占全球 48%的銅需求量的國家銅消費維持
2.5%以上的同比增速，2016 年全球銅供需處於緊平衡狀態。2017 年銅礦供應增速放緩，中國需求
繼續由電力投資拉動，“一帶一路”和美國基建項目預期將提升銅需求，2017 年銅供需面持續向好。
2017 年銅價格展望：銅價反彈仍可持續，或形成反轉趨勢。銅價在今年滯後其他金屬價格反彈的
情況下，緩慢開啟上漲趨勢。相較於 2011 年 10 月，銅價 9881 美元/噸的最高點，此輪銅價反彈仍
有較大空間。我們繼續看好銅價，預計 2017 年銅價總體震盪偏強，底部抬升，全年銅均價在
45000 元/噸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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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公司介紹。 A 股方面，我們認為投資策略為重點關注資源股，推薦江西銅業，建議關注雲南銅
業和銅陵有色。
主要不確定因素。受中國經濟增速下滑影響，銅價持續下行；美聯儲加息超預期，對大宗商品價格
形成壓制。

大市導航
有色金屬：貴金屬季報：一季度美經濟回落，金價反彈
1 季度看金價反彈，美經濟環比回落是推動金價反彈的重要因素。同時，考慮金價目前已處於成本
線附近，再向下空間已經不大，安全邊際較高。
利好一：一季度美經濟回落 市場或對加息次數預期進行調整。利好二：一季度歐元區政治風險或
集中釋放。利好三：供給見頂，需求回暖。利好四：通脹上行，油價反彈助力通脹持續走高。利空：
美元仍處加息週期，特朗普經濟政策或提升市場樂觀預期。從技術面角度分析，向下看：受美聯儲
樂觀加息預期影響，金價此前曾下探至 2015 年底及 2016 年初形成的價格區間上沿附近，但隨後回
升，因此我們可以認為該區間上沿 1110-1120 美元/盎司目前具有較強支撐。向上看：
第一個關口在 1200 美元/盎司一線，若美國經濟在一季度回落的預測成真，我們預計突破 1200 美
元/盎司的難度不大。第二阻力位臵應在 1250 美元/盎司阻力位元一帶，需要黑天鵝事件的配合方
能突破。
推薦山東黃金：資源稟賦強，彈性強。銀泰資源：收購埃爾拉多中國境內金礦資產權益，新增黃金
業務。盛達礦業：盈利能力出眾，資源豐富。金貴銀業：業績股價彈性均較強。剛泰控股：收購義
大利品牌，躋身奢侈品市場。金一文化：收購五大珠寶品牌，管道優勢明顯。
風險提示：系統性風險。

傳媒：16 年電影票房總結：457 億收官，增速放緩趨勢不變
16 年票房增速 4%低於預期，主要受供給端優質內容缺失、15 年高票補影響；觀影人次增速 9%需
求未改：1）銀幕數世界第一但單銀幕產出下降；2）上映國產電影 376 部，上映率 40%，國產票房
267 億占比 58%；3）劇情和動畫片占比提升，影片票房貢獻日趨均衡。17 年片單優質票補緩減，
預計回歸 15%健康增長；投資重自下而上，邏輯重構成長與價值並重。重點推薦：長城影視（小市
值高彈性）；慈文傳媒（網劇龍頭）、光線傳媒；萬達院線、上海電影（次新、並購預期）。
風險提示：大盤系統性風險、票房不達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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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汽集團（600104）：穩增長、低估值、高分紅
上汽集團是整車板塊龍頭個股，穩健配臵首選。
（1）合資品牌受益新車型投放及大眾、奧迪深入合作，長週期向上；自主品牌厚積薄發，RX5、i6
等新車型帶動加速減虧、業績超預期，帶動歸母淨利實現+15%增長。
（2）穩增長驅動高分紅傳統的延續，50%分紅率對應現價下約 6%股息率。
（3）低估值衍生價值回歸潛力，比較 A 股/H 股/美股處於相對低位。
（4）預計 2016-2018 年 EPS 為 2.90、3.33、3.59 元。考慮公司為整車板塊龍頭，給予公司中等估值
水準，以 2016 年 10 倍動態 PE 估值，目標價 28.96 元，給予“增持”評級，首選配臵。
風險提示：汽車行業景氣度波動、2017 年購臵稅優惠小幅縮減。

禾豐牧業（603609）：飼料禽鏈齊並進，東北龍頭譜新章
東北飼料龍頭，產業鏈延伸發展勢頭不減。公司以預混料起家，發展至今，已成為東北地區最大的
飼料企業，並且已形成了集飼料原料貿易、飼料產品、禽類飼養、屠宰加工和銷售為一體的完整產
業鏈模式。其中，肉雞屠宰規模已經進入全國前三。在積極拓展產業鏈的同時，公司近 3 年營業收
入由 85 億元上升至 97 億元，複合增長率 4.5%；歸母淨利潤近 3 年 CAGR 為 22%。在行業整體增長
乏力的同時，依然保持良好的發展勢頭。
飼料“兩端”利好，專業能力護航。公司飼料主要生產和銷售區域位於東北，享受玉米產地採購成本
優勢。基於全球玉米大豆供需判斷，以及國內政策調整，我們認為 2017 年原料價格將處於低位，
有利於飼料企業盈利水準提升。需求端來看，未來生豬存欄回升確定性較大，東北作為國家養豬優
勢發展區域，會有更快速的出欄增長，公司豬料具備較高的需求彈性。
公司的技術優勢將使得高毛利飼料品種獲得更大的市場空間，提升整體產品盈利能力，而採購業務
也將為公司的長期成本競爭力奠定良好基礎。
肉雞產業鏈日趨完善，生豬板塊佈局開啟。公司從 2008 年開始開展肉雞屠宰業務，目前已建成集
種雞、孵化、養殖、屠宰和加工為一體的產業鏈，具備較強市場風險抵抗能力。得益于優秀的屠宰
分割能力，單羽盈利水準也走在行業前列。公司從 2016 年也開始佈局生豬養殖。我們預計公司
2016、17 年肉雞屠宰量分別為 2.8、3.2 億羽，折合權益 1.12、1.28 億羽。2016 年單羽盈利 1.1 元，
得益于商品苗自供比例的提升和市場預期中的價格景氣行情，2017 年單羽盈利 2 元，對應屠宰板
塊的歸母淨利潤分別為 1.2 億、2.6 億元。2017 年權益生豬 5 萬頭，盈利 100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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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市場積極探索，未來增長看點。禾豐與歐洲飼料巨頭德赫斯集團擁有長期戰略合作關係，後者
目前是公司第三大股東。
公司於 2004 年開始進入海外市場，近兩年又在準備開拓印度、菲律賓、伊朗三國市場。豐富的國
際化基因和經驗，將使公司成為少有的通過本地合作進入海外市場的中國飼料企業。手握資金、管
理、技術和產業鏈運營方面的優勢，擁有朝鮮、尼泊爾兩國業務發展中積累的經驗，我們認為禾豐
有能力應對複雜的政經環境，充分享受其餘發展中國家帶來的增長紅利。
未來公司的海外業務將會成為一大看點。
盈利預測。基於飼料業務基本面改善，公司肉雞屠宰業務的快速擴張以及雞肉價格景氣行情的預期。
我們預計公司 2016、17 年歸母淨利潤分別可達到 4.36 億、5.97 億元。2017 年歸母淨利中，肉雞屠
宰業務為 2.56 億元，飼料及其他業務為 3.41 億元。考慮可比公司估值水準，我們給予公司肉雞屠
宰業務 18 倍 PE 估值，給予飼料及其他業務 25 倍 PE 估值，對應公司 2017 年最終估值 131.2 億元，
目標價 15.79 元。公司當前每股價格 13.3 元，給予“買入”評級。
不確定因素。原料價格大幅上漲；大規模畜禽疫情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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