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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經濟
總統週期中的美國經濟
全球股市普漲，工業金屬新高。上周美股再創新高、全球股市普遍回升，石油煤炭價格穩定，黃金
下跌而工業金屬價格再創新高，中國股市上漲債市趨穩。
美元指數新高，新興匯率普跌。上周公佈的美國 10 月經濟資料整體強勁，其中耐用品訂單漲幅創
1 年新高，表明企業投資可能正在開始回暖。10 月新屋開工戶數升至逾九年新高，營建許可也好于
預期，成屋銷售也頗為強勁。11 月密歇根大學消費者信心指數創 5 月以來最高。經濟資料向好推
動加息預期繼續升溫、美元創出新高。而新興市場貨幣在最近兩周普遍大幅下跌，上週四土耳其央
行意外宣佈加息。
補庫空間有限，通脹短期回升。本輪經濟短期回穩主要體現為庫存週期，但目前下游地產、乘用車、
家電，上游的煤炭庫存均出現回升，意味著去庫存已基本結束，如果地產銷售、發電增速等繼續下
滑，未來或將較快由主動補庫存轉為被動補庫存，這也意味著庫存週期接近尾聲。雖然近期食品和
部分工業品價格見頂回落，但是由於 11 月商品價格整體漲幅仍高，因而無論 PPI 還是 CPI 短期均
趨於回升。
貨幣政策偏緊，樓市調控仍嚴。上周人民幣兌美元跌破 6.9，意味著資金仍在繼續流出。而央行投
放基本持平，淨投放量比前一周明顯下降，流動性維持緊平衡。通脹回升和房價高位均制約寬鬆貨
幣政策，而貨幣利率中樞的抬升意味著貨幣政策短期偏緊。媒體報導決策層對樓市調控依然嚴厲，
如果房價再漲將直接問責，同時要求銀行進行貸款額度限制。
資金推高情緒，重視經濟基礎。當前全球的資本市場似乎都被流動性的變化所主導。美元大幅升值，
資金回流美國，推動美股創出新高。而資金從新興市場流出，導致新興市場匯率大貶，股市普遍下
跌。雖然人民幣匯率也創出新低，資金持續流出，但 A 股近期也創出新高，一個重要的原因或在
於地產調控趨嚴、使得資金從房市流入股市。回想 14、15 年的股市大牛市也始於地產資金流出，
但最終由於缺乏經濟基礎而夭折。而目前無論是地產銷量、發電量增速的下滑，還是地產、煤炭等
庫存的回升，均意味著本輪庫存週期已經接近尾聲，經濟再度下行的風險值得高度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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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市導航
東百集團（600693）：東百集團定增過會，物流地產佈局有望提速
公司定增獲發審委通過，預案中發行不超過 1.46 億股，其中控股股東豐琪投資認購 0.77 億股。定
增過會提振市場信心，作為 A 股純正物流地產稀缺標的，公司後期物流地產佈局有望加快！
公司自 16 年 3 月拉開物流地產開拓序幕後，持續在廣東省、北京市、天津市等核心物流地段拿地，
已公告地塊占地面積合計約 87 萬平，總開發面積約 60 萬平米。借助土地+管理團隊+資金三大核心
優勢，公司三年內或達百萬平米級規模，空間巨大！公司進一步拓展供應鏈金融、設備融資租賃、
智慧物流空間更為廣闊。
風險與不確定性。儲備專案投建及培育進程的不確定性；地產項目結算節奏和金額的不確定性；智
能倉儲轉型推進的不確定性。

國旅聯合（600358）：小市值體育概念股
新團隊開啟公司轉型之路，45 億產業並購基金將助力公司後續文體戰略持續推進。2014 年廈門當
代集團入主公司，確立了“戶外體育+文化娛樂”的戰略方針。目前公司逐漸剝離原有虧損資產
（僅保留南京湯山溫泉資產），並通過收購、投資等形式在文體領域的全方面佈局，轉型戶外文體
娛樂產業。此外，公司下屬全資子公司國旅體育與華設資本、中和資本簽訂成立體育產業並購基金
意向書，總規模達 35 億元，若能落地，有望推動公司文體戰略發展。
內容+平臺+技術，文體產業佈局完善。公司在 2015 年圍繞“文化+體育”的發展定位完成了多項重
大舉措。在體育方面，公司完成了“內容+平臺”的佈局：1、公司同北京奧林匹克經濟技術開發公
司簽署協議，投入 200 萬元占股 40%，負責十三屆全國冬運會的的包裝策劃、媒體宣傳等工作；2、
同時公司和廈門拳威文化關於泰拳推廣、培訓、運營等領域簽署合作協定，進一步獲取優質賽事資
源；3、收購哈林秀王 55%的股權，切入體育培訓和體育旅遊領域，以籃球為出發點，完善公司在
體育產業鏈下游衍生領域的佈局；4、收購盈博訊彩 51%股權，加強優質內容建設，同時為賽事運
營建立線上平臺，積累用戶資源；文化娛樂方面：1、公司和山水盛典簽署協議，啟動南京秦淮八
豔旅遊演出項目和以“一路一帶”為主題的廈門旅遊演出專案；2、出資 900 萬元增資移動互聯網
公司融智訊達，未來有望利用融智訊達的 VR 拍攝設備與公司演藝專案結合，切入全景攝像和秀場
演藝領域。3、牽手體育總局、小蔥文化，獲得電子競技嘉年華 3 年舉辦權，負責電競賽事的商業
開發等。
風險提示：文體娛樂業務經營不及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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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控股（600168）：武漢地區水務龍頭，重組有望更上層樓
武漢國資委旗下唯一公用事業上市平臺。武漢控股成立於 1997 年，1998 年於上交所上市。2005 年
與武漢城投共同發起設立武漢長江隧道建設有限公司。2013 年公司與大股東水務集團資產臵換，
新增武漢市城區汙水處理業務，目前公司主業涵蓋汙水處理、自來水、隧道運營等。公司控股股東
為武漢水務集團，持股 55.18%。武漢城投集團為武漢水務集團控股母公司，是武漢市城市基礎設
施和公用事業的建設運營主體，主營業務包括水務、燃氣、路橋工程和房地產四大業務板塊，其中
水務業務全部由水務集團經營，目前武漢控股是城投集團旗下唯一上市平臺。2015 年公司實現營
收 11.98 億、淨利潤 3.36 億元，分別同比增長 1.74%、3.48%，各項業務發展均較為平穩。
汙水處理業務站穩武漢，邁向華中。公司擁有汙水處理能力 186 萬噸/日，覆蓋武漢主城區。2015
年公司汙水處理量 5.25 億噸，同比增長 8.7%。公司近年汙水處理產能利用率維持在 80%左右。
2015 年公司汙水處理業務營業收入 9.51 億元，同比下降 3.66%。收入下降源於 2015 年 7 月起，汙
水處理行業增值稅由免征變為按 17%徵收同時 70%即征即退。2015 年公司先後中標陳家沖生活垃圾
填埋場滲濾液處理 BOT、仙桃市鄉鎮汙水處理廠 PPP 等專案，力爭打造華中地區水務龍頭，並為
未來業績增長提供堅實基礎。
自來水業務有望重組覆蓋全市。公司現有宗關、白鶴嘴兩座自來水廠，生產設計能力 130 萬噸/日，
主要位於漢口地區。
2016 年 10 月，公司發佈重大資產重組預案（修訂稿），擬購買水務集團旗下剩餘全部水務資產，
公司將新增堤角、琴斷口等 9 座水廠，供水能力有望增加至 375 萬噸/日，業務範圍有望拓展至整
個武漢市，並實現自來水全產業鏈佈局。由於自來水價偏低，此次擬重組的主要標的自來水公司
2015 年全年虧損，根據《城市供水價格管理辦法》，自來水公司已向武漢市價格主管部門申請調
整供水價格。如果水價提升，且此次資產重組順利實施，未來自來水公司扭虧為盈，武漢控股的業
績將得到較大增長。
盈利預測與估值。不考慮重組，預計公司 2016-2018 年實現歸屬母公司所有的淨利潤 3.03、3.85、
4.62 億元，對應 EPS 為 0.43、0.54、0.65 元。假設 17 年完成重組和配套融資，且臵入標的公司 17、
18 年業績與 2015 年持平（未考慮水價提升），則 16-18 年歸屬淨利潤為 3.03、3.50、4.26 億元，對
應 EPS 為 0.43、0.29、0.35 元。參考可比公司估值，以及公司水價提升的可能性，給予公司 2017 年
40 倍 PE，對應目標價 11.60 元，給予增持評級。
風險提示。（1）資產重組推進低於預期；（2）水價提升申請未獲通過；（3）汙水處理行業競爭
加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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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彥科技（002649）：率先開展微信小程式相關 IT 服務
博彥科技率先開展微信小程式相關 IT 服務。
根據全景網投資者互動平臺資訊，（1）公司一直都是騰訊的合作夥伴，並為微信公眾號提供過審
核服務，具備小程式諮詢、開發、審核認證的能力，不排除未來有參與的可能。（2）目前，公司
的移動團隊已經率先開展微信小程式的開發業務，可滿足各種微信小程式的開發需求。博彥移動團
隊開發的微信行銷平臺也已被數百個微信公眾號使用，説明客戶實現更豐富、更高效的微信行銷手
段。（3）博彥移動團隊還提供微信小程式的免費諮詢，關於“微信小程式”的問題都有專人負責
解答。
我們認為，微信小程式的審核、開發服務有望為公司帶來新的業務增量。
微信小程式審核及開發市場規模較大。（1）微信小程式的審核由與微信合作的協力廠商公司進行。
企業主體審核認證費用約 300 元/次，認證有效期為一年。截止 2016 年 9 月，微信用戶公眾號約
2133 萬個，以每個小程式的認證費用 300 元/年、15%公眾號申請小程式認證來測算，微信每年資質
審核認證市場規模高達 9 億元。微信小程式協力廠商審核公司有望大幅受益。（2）截止 2016 年 12
月 27 日，在微信註冊開發微信小程式的人數已經超過 20 萬，據此預計到 2017 年底，開發者數量
有望超過 100 萬。微信每日登錄用戶 8 億左右，假設 10%的使用者使用微信小程式則為 8000 萬，
每人每年通過微信小程式花費 1000 元，則有近 800 億的市場規模。
博彥科技未來三大業務佈局進展順利。（1）金融 IT：公司金融 IT 業務覆蓋的細分領域包括銀行業、
保險業、基金證券業和信託業。2016 年上半年，該業務營業收入約 2.19 億元，同比增長近 30%，
增速較為明顯。（2）大數據：2015 年，公司收購紅麥聚信，增強在大資料分析監測領域的技術實
力。目前，公司成立了多彩資料公司，對大資料業務重新整合，增強公司在大資料應用領域的實力。
（3）雲計算：公司雲服務業務自 2015 年底開始佈局投入，主要業務包括雲諮詢、雲遷移、雲實施、
雲運維/運營等。2016 年 5 月，公司在美國收購雲服務公司 1Strategy 的 70%股權。通過此次收購，
公司完成從諮詢、到設計架構、到遷移實施、運維，具備全產品線能力。
盈利預測與投資建議。我們認為，公司率先開展微信小程式相關 IT 服務，有望為公司業績帶來潛
在增量。我們預計公司 2016-2018 年的 EPS 為 0.66/1.27/1.63 元，參考同行業可比公司，給予公司
2017 年 PE 45 倍，6 個月目標價為 57.00 元/股。給予“買入”評級。
風險提示：微信小程式相關 IT 業務進展低於預期的風險，系統性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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