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 01 月 10 日

宏觀經濟
今年加息沒那麼快！——兼論高債務下低利率難退出
從去年以來，隨著低利率政策負面作用逐漸凸顯、油價回升、美國經濟緩慢復蘇並啟動加息，關於
低利率政策退出的懷疑不斷出現。那麼全球流動性真到拐點了嗎？美聯儲今年真的能加三次息嗎？
上半年加息風險有限。近幾月以來，新興市場匯率出現持續貶值，而股市也普遍表現不佳，意味著
新興市場面臨著資金的持續流出。我們認為這主要源於美國在去年 12 月開啟了本輪第二次加息，
導致美元持續走強。市場普遍把去年 12 月的美聯儲加息視為鷹派加息，但在我們看來，美聯儲自
己的 17 年加息三次的預測並不可靠，比如在 15 年末其預測 16 年加息 3-4 次，結果最後只加了一次。
目前期貨市場隱含 17 年只有兩次加息，而且最早一次加息也要等到 17 年 6 月，這意味著 17 年上
半年美國加息風險有限。
美國上半年經濟可能走弱。美國 16 年 3 季度 GDP 增速回升至 3.5%，但其中主要貢獻來源於出口和
存貨，出口受益于此前美元貶值，存貨受益於商品價格上漲，這兩者均不可持續，而最主要的消費
貢獻只有 2%，占比最大的服務消費增長低迷。目前美國上一輪地產週期剛剛結束，而設備投資持
續低迷，唯一有起色的是庫存投資，說明本輪美國經濟反彈仍屬於庫存週期，除非特朗普上臺之後
的企業大幅減稅政策真正兌現，才有可能改善企業的預期，從而啟動設備投資週期，但這最早也要
等到 17 年下半年。再加上過去 3 年美國經濟習慣性開局低迷，意味著 17 年上半年美國經濟或重新
走弱。
全球高債務時代，高利率難以承受。很多人認為，隨著特朗普啟動大規模減稅和基建刺激，美國國
債利率將大幅上行至 5-6%。但在我們看來，當前美國政府負債率超過 100%，與 30 年以前雷根時
代 30%的政府負債率有著天壤之別，當時美國可以承受 10%的國債利率，但是目前在同樣的債務利
息負擔下美國只能承受 3%左右國債利率，所以美聯儲預測本輪加息結束時利率最高就在 3%左右，
這意味著此前 2.6%的國債利率已經接近本輪高點。而日本政府的負債率高達 200%，所以日本的國
債利率很難突破 1%，否則債務利息負擔將難以承受。事實上，高企的債務率已經導致政府負擔過
重，每年中央政府開支中有 24.4%被用於債務清償。
低利率退出不易，新興市場短期喘息。歷史上，日本和歐洲都曾經試圖退出低利率，但未獲得成功。
其中日本曾經在 1999 年就陷入了零利率，後來 2000 年經濟好轉開始加息，結果到 01 年又開始降
息。而歐元區曾在 11 年 4 月啟動加息，但隨後到 11 年 11 月又重啟降息。因而我們認為美聯儲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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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半年很難再加息，貨幣緊縮或將告一段落，美元有望見頂回落，而新興市場將迎來短期喘息的
視窗。

鋼鐵：鋼鐵基本面走弱，短期仍看多股價
預計 2017 年鋼鐵需求下降 5%左右，相當於下降 3500 萬噸，如果算上今年仍在發揮的去年新增產
能和今年新增產能，至少也有 500 萬噸，這樣就相當於有 4000 萬噸的新增多餘產能。
預計今年鋼企和社會鋼材庫存持平，甚至 2017 年會下降。而在反傾銷和國內鋼價較高的情況下，
預計 2017 年出口也可能持平。
淘汰進度可能在下半年加速。雖然官方資料 2016 年淘汰超額完成任務，但更多時集中在下半年，
反映各地雖然壓力較大，但仍會一定程度上拖延，因此預計 2017 年也可能會上半年實際淘汰量並
不大，更多集中在下半年。
因此，即使 2017 全年能夠實際淘汰掉 4000 萬噸產能，也只是剛好等於產量下降和新增實際有效產
能的合計量，這說明 2017 年行業實際壓力仍較大，且更多體現在下半年或者說春季開工以後。
但短期內我們對一季度鋼鐵股價仍看多，主要是四季度和今年一季度的業績仍在相對高位。
風險提示。需求下降風險。

大市導航
中材科技（002080）：兼具防霧霾、國改主題，同時基本面有望迎來拐點
2016 年以來公司積極實施混改，新設鋰膜子公司實行員工持股，成本 14.3 元/股（高管核心骨幹參
與）。前期中材集團已併入中建材集團，後者作為央企改革試點單位，集團內同類資產合作具備想
像空間---玻纖紗（合計市占率 50-60%）、風電葉片（合計市占率 40-50%），兩者合作對行業競爭
格局改善有較為積極意義。
公司是國內玻纖複合材料龍頭，其中過濾濾紙材料在國內市占率靠前，具備生產防霾口罩能力，尚
未形成銷售。
2016 年初以來公司股價持續下跌，主要是受風電、氣瓶業績低迷拖累，後續兩塊業務皆有望迎來
拐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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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業風電葉片方面，2018 年初發改委將再次下調風電上網電價，2017 年新一輪風電搶裝有望再
現，風電行業回暖將帶動公司主業走出低谷。
2）氣瓶方面，受前期油價持續下滑影響，氣瓶業務連年虧損，2016Q3 計提超過 1 億元減值損失。
近期公司開始整合氣瓶資產，將生產製造向低成本地區轉移，同時拓展天然氣儲運、儲氫瓶等產品
業務方向，積極減虧，疊加油價回升，2017 年氣瓶業績向上拐點值得期待。
公司鋰電池隔膜生產線 1 期 1.2 億平米產能將於 2017Q1 投產，採用歐洲先進設備以及雙向同步拉
伸工藝，2017 年將為公司貢獻新增盈利。
預計公司 2016-2018 年 EPS 分別約 0.51、0.93、1.07 元，我們給予 2017 年 PE24 倍，目標價 22.32 元，
給予“買入”
評級，重點推薦！
風險提示：國改低於預期；風電、氣瓶業務繼續疲軟。

立思辰（300010）：16 年業績預計大增，教育板塊佈局顯成效
公司預計 16 年實現歸母利潤 2.72-3.1 億元，同比增長 109%-138%。各業務板塊協同效應凸顯，市場
拓展成效顯著，助力業績穩步增長。關注升學留學板塊佈局，“智慧教育+教育服務”看點足。當
前立思辰教育集團下設智慧教育和教育服務兩大板塊，擁有五大教育平臺，分別是康邦科技、敏特
教育、樂易考、留學 360 和立思辰合眾；未來一段時間內，公司都將堅持“智慧教育+教育服務
“雙輪驅動的戰略，同時佈局 B 端和 C 端。教育服務方面，主要圍繞 C 端用戶提供國內升學和海
外留學服務，包括 12 學科應用（敏特英語）、直播課堂、線上輔導、高考規劃服務和互聯網留學
服務等。今後公司還將佈局海外遊學服務、國際學校、教師培訓等業務，進一步完善教育生態。目
前立思辰教育產品及服務已經覆蓋 29 省市，8000 多所學校，數千萬師生使用（享受）過公司產品
（或服務），下一步公司將在立思辰的服務平臺之下實現產品的變現。
風險提示：公司轉型不及預期，經濟下行風險。

南都電源（300068）：簽訂儲能電站基金，開啟儲能新篇章
事件：公司公告擬與建行浙江分行合作成立儲能電站基金，首期總額 50 億元，建行（優先）出資
不超過 80%，南都（劣後）不超過 20%，每年按一定收益向優先方兌現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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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能規模有望井噴式增長：成立電站基金一方面可為公司未來電站建設提供資金保障，我們估算
50 億元約可滿足 3.5-4.5GWh 電站建設需求，公司儲能規模將呈現井噴式增長，並成為行業霸主；
顛覆原有商業模式：一方面有助於公司儲能業務可以更快確認業績，另一方面也為後續資產證券化
等金融創新埋下了伏筆，我們認為南都在儲能運營領域正在加速甩開競爭對手；
多點佈局全面開花，持續增長可期：公司此前公告預計 16 年淨利潤增長 60-90%，華鉑再生鉛業績
有望超預期，動力鋰電佈局完成靜待爆發，通信電池穩定增長，明年儲能將再注入新動力，成長性
值得期待。
風險提示。政策不達預期風險；行業競爭加劇；新產品推進不達預期。

金誠信（603979）：投資價值逐漸顯現
股價跌破首發收盤價，看好 2017 行業復蘇。目前公司股價低於發行首日收盤價，而 2016 年各金屬
價格已走出底部，2017 年隨著金屬價格回暖，礦山工程建設和採礦運營管理業務有望穩步回升。
公司具有裝備及維修操作一體化、深部資源開發服務優勢，未來主營業務將受益於行業景氣度提升。
延伸產業鏈上下游，拓展新業務增長點。公司未來發展方向是充分利用自身技術優勢，在產業鏈上
下游逐步延伸，拓展新的業務增長點。公司公告提及希望在做好公司自身主業同時，通過並購重組
手段，吸收行業內優秀公司的加盟。目前礦業市場低迷，礦產資源價格處於歷史低位，低迷的市場
孕育重組並購的機遇。若公司通過並購進行產業上下游延伸，不僅估值得到提升，也有利於分散單
一經營風險。
提前佈局海外市場，國際工程經驗豐富。早在 2003 年公司即承接首個海外大型有色金屬專案——
尚比亞謙比希專案採礦運營管理業務，此後又先後承接塔吉克斯坦的派-布拉克鉛鋅礦項目、老撾
東泰項目、尚比亞孔柯拉項目、尚比亞奇布盧馬專案、尚比亞齊夫普專案等，積累了豐富的國際工
程和運營經驗。
“一帶一路”標頭兵，技術和客戶是核心競爭力。自“一帶一路”推出後，有 100 多個國家（地區）
和國際組織積極回應，給中國礦業公司走出國門提供了巨大的戰略機遇。國內公司開闢海外礦業市
場的同時，也帶動礦產服務企業走出國門。
公司目前在境內外承擔 30 多項大型礦山工程建設和採礦運營管理項目，其中百萬噸級以上的採礦
項目 14 項；豎井最深達 1526 米，斜坡道最長達 8008 米，目前均處於國內前列。公司擁有 20 多家
大型國企和上市公司組成的優質客戶群，如江西銅業、金川集團、中色非礦、中鋼集團、貴州開磷、
馳宏鋅鍺等均為服務 10 年以上的穩定客戶，公司與尚比亞 KCM 等公司也保持良好的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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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預測及估值。我們預計 16-17 年 EPS 分別為 0.41 元和 0.50 元，考慮到公司不僅僅從事礦山工
程，同時兼有礦山運營服務、設計諮詢等業務，抗風險能力較強，此外，公司國際工程經驗豐富，
給予公司對應 2016E 54 倍市盈率估值，6 個月目標價格為 22.14 元，給予“增持”評級。
風險提示。業績波動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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