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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經濟
債市短期震盪，逐步等待機會 ——從通脹角度看 17 年債市
債市起伏與通脹變化
歷史經驗表明，國債收益率受到物價變化的影響。我國 10 年期國債收益率與 CPI 和 PPI 同比走勢
具有明顯的同步性——通脹時期，往往伴隨貨幣政策收緊和經濟改善預期，債券收益率隨之調整；
而通縮時期，投資低迷、貨幣寬鬆，帶動債券牛市。進入 2017 年，全球再通脹預期未減，通脹走
勢對我國債市今年的走勢有著重要影響。
2017 年 PPI 前瞻：漲幅相對有限
產量仍是制約，17 年油價有頂。本輪油價上漲與限產計畫密切相關。但是 16 年 12 月國際油價回到
55 美元附近，對應美國石油鑽機數出現反彈。如果 17 年國際油價由於限產繼續上行至 60 美元以上，
超過美國葉岩油成本，我們預計葉岩油產量或迅速回升，高油價或再度回落。
煤炭關注限產，價格總體趨降。17 年煤炭去產能目標可能維持，短期供給能否回升取決於“276 個
工作日”的限制是否會延續。不過我們認為監管層旨在價格平穩的情況下去產能，再加上 17 年地
產投資等總需求大概率下滑，煤炭價格可能在高位徘徊後，逐步趨降。
鋼鐵價格或震盪下行。17 年鋼鐵去產能力度也可能維持，但鋼鐵行業當前在補庫存中，而且其行
業集中度也有待改善，因此除非鋼鐵明顯限產，我們預計 17 年鋼鐵價格呈現區間震盪，隨後隨著
需求下滑而下降。
2017 年 CPI 前瞻：沖高後回落
農產品價格難以大漲。我國農產品庫存位元於歷史高位，16 年的玉米庫存接近 2.7 億噸，高庫存可
以彌補供給的回落。此外，糧價在 CPI 食品占比不低，如果糧價大幅上升，預計政府的巨額糧食儲
備有望增加供給，進而抑制糧價暴漲。
服務價格穩中趨升。由於人口紅利拐點已過，而服務業需求不少，導致近年來服務價格不斷抬升，
同樣影響 CPI 非食品價格，16 年服務價格同比從 1.8%升至 2.4%-2.5%，我們預計 17 年服務價格仍
穩中有升，漲幅溫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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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年 CPI 高點或在 1 月和 3 季度。17 年物價走勢取決於重要分項，包括食品價格（特別是農產
品）、國際油價、PPI 對 CPI 非食品的傳導、服務價格等。我們預計 17 年 CPI 中樞可能在 1.9%2.1%左右，高點或在 2.4%，低點或在 1.4%-1.6%，1 月和 3 季度可能是年內高點。
債市短期震盪，逐步等待機會
節前資金面預計平穩。1 月資金面可能的波動源於春節取現、稅款上繳等因素，基本已被市場預期，
1 月上旬以來，央行持續在公開市場大量投放資金，雖然節前資金面可能仍會波動，但我們認為資
金利率或將維持平穩，預計 7 天回購利率中樞波動區間為 2.5%-3%。
預期差或帶來機會，關注油價和去杠杆。17 年 2 季度後，投資可能趨降，帶動通脹逐步回落，那
麼國內基本面對貨幣寬鬆和債市的支撐增加，基本面預期差可能帶來債市機會。但是需要關注油價
變化，預計 17 年國際油價中樞在 55-60 美元；如果油價上漲至 70 美元，或推動 PPI 回升至 4%以上，
對債市不利。去杠杆方面，對於同業負債納入同業存單的擔憂造成債市又一波調整，後續去杠杆政
策的出臺和力度始終是影響 17 年債市走向的一個風險。
短期債市或維持震盪。債市不確定性因素包括去杠杆之下貨幣政策偏緊、銀行理財監管、通脹壓力
抬升、以及美債收益率上行等。春節前，我們認為資金面或將維持平穩，但去杠杆擔憂猶存，債市
或維持震盪，上調 10 年國債區間至 2.9%-3.3%。

大市導航
交通運輸：十二月快遞數據簡評：消費慣性優勢顯現，行業延續高速增長
網購消費趨於慣性，業務量持續高增長。從 12 月份快遞行業資料來看，單月規模以上快遞業務量
達到 34 億，較上月減少 9.81%，同比增速 40.4%；其中同城/異地/國際及港澳臺快遞業務量分別達
到 7.77/25.51/0.68 億件，增速分別環比下滑 3.45/4.20/3.91 個百分點。主要受春節假期臨近等因素的
影響，快遞業務量增速有所減緩。2016 年全國累計業務量實現 312.8 億件，同比增長 51.4%，連續
六年增速超過 50%，由於消費慣性及電商促銷的常態化，網購熱度有增無減，有望保持高增長趨勢，
帶動物流行業的高速發展。同時，12 月份快遞單價較上月相比有所回升，跌幅趨於平穩，物流行
業低價競爭現象有望得到改善。
“其他業務”維持高位，西部地區增速穩健。2016 年全年累計快遞業務收入完成 3974.4 億元，同
比增長 43.5%，增速較 1-11 月下降 0.8 個百分點；12 月快遞業務收入完成 430.3 億元，同比增長
37.3%。其中，從業務來看，同城、異地、國際及港澳臺快遞業務收入同比增速分別環比下降 2.8、
2.03、19.34 個百分點至 32.81%、31.69%、13.02%，其他業務收入小幅下跌 6.62 個百分點至 72.83%，
但仍保持 70%以上的高增速。從地區來看，受電商物流在西部的普及以及快遞網點拓展的影響，西
部地區業務收入同比增速大幅上升，較上月增長 10.93 個百分點至 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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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遞行業集中度指數微降，中西部地區累計業務比重持續增長。1-12 月快遞行業集中度指數 CR8
為 76.7%，與 1-11 月指數相比微降 0.1 個百分點，總體呈下降趨勢，但降幅逐漸收窄。2016 年度以
來，同城、異地、國際/港澳臺、其他業務累計快遞業務收入的比重分別為 14.2%、52.8%、10.8%和
22.2%；累計業務量比重分別為 23.7%、74.3%和 2%；東、中、西部地區累計快遞業務收入的比重分
別為 81.1%、10.7%和 8.2%，業務量比重分別為 80.9%、11.9%和 7.2%。與 2015 年同期相比，中西部
業務比重持續上升，其中，中、西部地區快遞業務收入比重分別增長 0.4、0.4 個百分點，快遞業務
量比重分別增長 0.7、0.4 個百分點。
投資建議。整體來看，12 月份業務量增速減緩，但快遞行業仍處於上行趨勢。個股來看，推薦快
遞行業龍頭圓通速遞及具備顯著估值優勢的申通快遞，尤其是近期快遞版塊“重組潮”來臨，配臵
機會良好。圓通速遞作為首家成功上市的快遞公司，各項轉型升級進度均領先行業，先是與中國聯
通簽訂了戰略合作框架協議，後謀劃上下游整合。我們判斷，在持續謀劃上下游收購的同時，圓通
將發力產品服務的差異化和多元化，作為快遞行業的龍頭，圓通將享受較高的估值溢價。申通快遞
作為 A 股 4 家快遞上市公司中估值最低的公司，從 ROE、ROA 來看卻擁有行業最高的盈利能力，
且業績料與圓通差異不大。其國際化戰略處於行業領先水準，目前是中國首家擁有跨大洲全貨機包
機的快遞公司。因此，我們認為申通快遞未來估值修復預期較大。
風險提示。需求增速及電商增長不達預期、並購整合速度低於預期。

愛爾眼科（300015）：眼科連鎖醫院龍頭，底部價位堅定看好
作為國內最大的眼科連鎖醫院，愛爾眼科投資邏輯主要有以下四點：
1）簡單化、標準化、專業化，愛爾眼科的連鎖模式具有極強的可複製性，且隨著規模擴大複製的
效率在不斷提升。
2）並購基金提升擴張速度與效率。
3）准分子手術、白內障和視光業務天花板遠未觸及，白內障 2/3 季度增速放緩為短期現象，公司
長期將持續高增長趨勢。
4）公司目前股價 29.76 元/股，對應 2017 年 PE 僅 41 倍，不考慮增發及體外門店注入，公司 20162018 年淨利潤分別為 5.59、7.28、9.60 億元，同比增 30.61%、30.38%、31.70%，當前股價處於底部，
堅定看好。
風險提示：醫療事故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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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源迪科（300047）：業績增長 70%-100%，大資料平臺跨行業拓展順利
業績快速增長。公司發佈業績預告，2016 年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淨利潤為 1.07 億元-1.26 億元，同
比增長 70%-100%；2016 年 4 季度單季度歸母淨利為 0.83 億元-1.02 億元，同比增長 64%-101%。
2016 年非經常性損益對淨利潤影響約 2100 萬元-2500 萬元，2015 年影響金額為 1033 萬元。如果以
2016 年非經常性損益上線 2500 萬元作為測算，2016 年扣非後歸母淨利約為 0.82 億元-1.01 億元，同
比增長 56%-92%。業績增長的驅動因素包括：（1）電信行業收入穩定增長；（2）在公共安全行業，
警務雲大資料平臺系列產品及交通大資料平臺產品市場影響力和收入快速提升；（3）企業級應用
同步增長。
加快大資料平臺跨行業應用。報告期內，在大資料方面，公司推出了大資料獲取、計算、開放共用、
資料資產管理等一系列產品，增強了海量非結構化資料的處理技術。這些產品和技術在通信、公安、
廣電等行業迅速推廣，在新客戶處降低了交付成本，更快速地滿足了客戶的要求。2016 年，公司
在通信行業推出了基於大資料平臺的新一代即時行銷系統。2017 年大資料新產品計畫包括：（1）
基於大資料平臺海量挖掘的產品，將 AI 技術應用到挖掘平臺；（2）公安行業的應用；（3）通信
行業的智慧運營，將首先於企業內部和生產包括計費、CRM、網路管理資料等；（4）與威恩貝特
的合作，開展大資料平臺在銀行領域的應用，應用場景包括風險控制及運營等。
警務雲大資料平臺跨區域拓展順利。公司的警務雲大資料平臺，是針對公安行業提供的新一代一體
化綜合性產品，為公安行業多個市局開發警務雲平臺軟體，提供不同警種模型戰法服務，改變了使
用者大面積下發海量資料的傳統工作模式。採用“平臺+服務”模式，1）平臺：大資料平臺+SaaS
服務平臺+開放式應用平臺；2）服務：資料組織服務+模型開發服務+應用訂制服務。該業務已經在
深圳、珠海形成標杆性專案。2016 年 10 月，公司作為平臺專案承建商，助力珠海公安大資料中心
專案成功上線。目前，公司警務雲大資料平臺覆蓋的區域包括深圳、珠海、新疆、武漢、天津等，
後續有望進一步向其他城市拓展。
盈利預測與投資建議。我們認為，公司“BOSS 雲+大資料平臺”的跨行業應用有望為公司奠定堅
實業績驅動基礎。我們假設威恩貝特於 2017 年並表，並考慮增發攤薄以及威恩貝特業績增厚等因
素，我們預計，公司 2016-2018 年 EPS 分別為 0.29、0.48 和 0.63 元。參考同行業可比公司，給予公
司 2017 年動態 PE45 倍，6 個月目標價 21.40 元。“買入”評級。
風險提示。大資料平臺跨行業拓展低於預期的風險，系統性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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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力思（603808）：股權激勵彰顯成長預期，堅定打造中國高級時裝集團
公司發佈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勵計畫，擬向 340 名公司、控股子公司員工授予限制性股票 1147.50
萬股，占現有總股本 4.62%，授予價格為 15.39（元/股）本期股權激勵將分兩期解鎖，解鎖比例分
別為 50%。公司層面業績考核以 2016 年淨利潤為基數，2017 年淨利潤增長率不低於 35%，2018 年
淨利潤增長率不低於 45%。合計攤銷費用為 4563.29 萬元，其中 2017/2018 分別攤銷 3675.12/888.17
萬元。
公司再推股權激勵方案彰顯對未來發展信心，堅定打造中國的高級時裝集團的戰略理念。此次股權
激勵計畫覆蓋範圍包括公司原有骨幹員工，同時對近期收購的標的子公司管理層等均進行覆蓋，綁
定相關利益。Ed Hardy、百秋團隊利益一方面與其 KPI 考核指標掛鉤，且與公司整體業績綁定，全
面激發子公司員工積極性，各個團隊未來成長空間大，公司整體業績可期，推薦！
風險提示：宏觀經濟持續疲弱，新品牌擴張不達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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