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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經濟
財政收支跳水，透支效果顯現——12 月財政資料點評
2016 年 12 月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支出分別為 12426 億元、22002 億元，同比分別大跌至-9.0%、
-15.5%。16 年全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支出同比分別為 4.5%、6.4%，均較 15 年下滑。具體來
看：
1.

財政收入增速下滑。16 年全年財政收入增速 4.5%，低於 15 年增速 8.4%。其中 12 月單月增速
罕見地下滑轉負至-9%，主要原因有三個方面，一是政策性減收較多，二是經濟下行產生的滯
後影響，三是部分收入 15 年基數較高。

2.

分項增速高低互現。16 年全年主要收入項目中，受營改增影響，營業稅轉移至增值稅，合計
增速 5.4%；消費稅同比降 3.1%；企業所得稅增 6.3%，主因房企稅收大增，而工業企業稅收負
增；進口相關稅項同比微增，但分季度看邊際上有所改善；土地和房地產相關稅收增長保持穩
定。

3.

財政支出增速下滑。16 年全年財政支出增速 6.4%，低於 15 年增速 15.8%。其中 12 月財政支出
單月增速大跌至-15.5%，繼 10 月負增後再創兩年以來新低。

4.

債務付息全年領跑。16 年全年分項支出中，債務付息增速 40.6%，高位領跑；城鄉社區
（17.1%）、社會保障(13.3%)、科學技術(12.0%)緊隨其後。

5.

基金收入全年仍高。16 年全年政府性基金收入累計增速 11.7%，其中中央增速 2.6%，地方增速
12.9%，其中土地出讓收入增速 15.1%，均較 11 月下滑，但總體仍處高位。

6.

年末透支效果顯現。12 月單月財政收支增速均大幅跳水，固然與年末資料統計整理未結束、
財政收入基數較高等因素有關，但前期赤字持續擴大導致預算吃緊、財政透支或是根本原因。
全年來看，財政支出增速前高後低，與基建增速走勢相印證，上半年透支效果在年底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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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市導航
醫藥與健康護理：“兩票制”進一步落地，看好醫藥商業整合前景
“兩票制”進一步落地。1 月 22 日，據人民網黑龍江頻道報導，黑龍江省將率先在參加檢驗結果
互認的 118 家醫院中率先推行診斷試劑“兩票制”。
1 月 11 日，海南省衛計委發佈《海南省公立醫療機構藥品、高值醫用耗材採購“兩票制”實施細
則（試行）》意見的函，開始在全省實施藥品、高值耗材“兩票制”。
29 省區擬實施藥品兩票制，全國性龍頭最為受益。兩票制最早在福建等局部地區實施，並在 2016
年獲得了較大推進。2016 年 4 月，國務院在當年醫改深化重點工作任務中提出：“綜合醫改試點省
份要在全省範圍內推行兩票制，積極鼓勵公立醫院綜合改革試點城市推行兩票制”。隨後，各地積
極回應，目前已有 29 個省公開表態將積極推進兩票制。
雖然“兩票制”全國性專項政策在 2016 年未能出臺，但是已經對行業整合進程起到了一定的效果。
九州通在 500 億收入體量下，16 年前三季度收入增速達到 24.08%，扣非利潤增速高達 38.45%；上
海醫藥在千億分銷業務規模下，收入增速達到 16.44%，都明顯高出行業平均增速水準。
2017 年，伴隨“兩票制”全國性專項政策落地，行業有望迎來新一輪整合高潮。我們認為，上海
醫藥、九州通等全國性醫藥商業龍頭受益將最為明確，對瑞康醫藥、嘉事堂等正在逐步向全國性大
商業升級的區域龍頭也構成重大利好。
耗材兩票制實施滯後，值得密切跟蹤。除藥品領域外，耗材領域也在推進兩票制政策，但進度明顯
慢於藥品，實施難度也較高。繼廣州惠州、陝西、寧夏、三明聯盟等少量地區已提出推行後，今年
1 月海南及黑龍江部分地區也提出將推行耗材兩票制，但目前僅陝西省給予了明確的實施時間表及
細則。
從整體進度而言，耗材兩票制實施滯後，就效果而言，我們預計，耗材兩票制可能對現有業務模式
的利潤率有一定壓制，但是會極大幅度地提升行業集中度。綜合來看，對嘉事堂、瑞康醫藥、潤達
醫療等已有較完善佈局和配送能力的企業構成利好。
“兩票制”背景下，領先連鎖藥店企業也有望獲得積極影響。所謂兩票，即生產企業到流通企業開
一次發票，流通企業到醫療機構開一次發票。在推動業務向大型流通企業集中的同時，也將壓縮
“過票”、“洗票”等不規範行為的空間。配合營改增、稅務核查等政策，我們預計，長期存在於
藥店終端的“不開票採購價”將會逐步消亡。這將大幅壓縮中小藥店企業的盈利空間，有利於規範
化的大型連鎖藥店做大做強。我們認為，利好老百姓、益豐藥房、一心堂等品牌化連鎖藥店，及國
藥一致、上海醫藥等大型流通企業的零售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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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關注醫藥商業板塊。目前，醫藥商業板塊的 TTM 市盈率約 30 倍。考慮到領先公司的增速普遍
優於行業平均水準，我們認為板塊具有較好的支撐。
我們認為，“兩票制”政策將使醫藥商業領域的領先企業普遍受益，給予板塊“增持”評級。建議
重點關注上海醫藥、九州通、瑞康醫藥、嘉事堂等領先大型流通企業，及國藥一致、老百姓、益豐
藥房、一心堂等藥店行業龍頭。
風險提示。1）政策進度或執行力度低預期；2）控費政策對行業增速形成較大壓制。

航空航太與國防：中央軍民融合發展委員會成立，擁抱軍民融合大時代
1、軍民融合符合國際發展趨勢和我國目前戰略形勢。當前，我國戰略形勢要求加大國防投入，引
入民間資本和技術進入國防領域是大趨勢。
2、最高決策層面加速推進軍民融合。由習近平主席任委員會主任，充分反應了國家對軍民融合的
高度重視。未來軍民融合配套的改革、政策、法律法規和新機制等有望加速出臺，軍民融合迎來大
發展。
3、軍民融合優先體現在“民參軍”。民參軍企業主要依靠自身的技術優勢，在軍工領域創造了
“新蛋糕”。當前，我國大量的優質民參軍企業已經切入後勤、維修、新材料、電子元器件等軍工
產業鏈上游領域，將逐步向軍工產業鏈中游發展，正處於高成長、業績兌現週期。
4、民參軍已現雛形，大勢所趨。民參軍企業符合國家軍民融合大戰略，極具發展潛力。具有相對
競爭力的民參軍企業佔據相對穩定的市場份額。加上軍工行業的天然護城河，民參軍兼具多重優勢，
有望產生軍工黑馬股。
5、投資建議。集中於航空、航太、海洋和資訊化領域的民參軍企業符合國家軍事發展戰略。民參
軍主線，關注鵬起科技、華意壓縮、通光線纜、尤洛卡、高德紅外、宏大爆破、天海防務、海特高
新、德奧通航、達剛路機。
風險提示：軍民融合政策不及預期；軍工訂單大幅波動風險。

電氣設備：17 年首批推廣目錄落地，擔憂釋放新起點來臨
事件：1 月 23 日工信部發佈《新能源汽車推廣應用推薦車型目錄》(2017 年第 1 批)相關車型及主要
參數，進入目錄的車型共有 185 款，其中物流車 36 款、乘用車 73 款、客車 76 款，覆蓋 38 家車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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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相繼落地，風險逐步釋放。補貼政策明確後新年首批推廣目錄落地，市場走出政策真空期，整
車產銷序幕拉開，後續碳積分將成行業內生新動力。
關注產業鏈價格傳導。17 年補貼下調且改為清算制、門檻提升，短期產業鏈上下游博弈加劇；中
長期看，成本下降、聚焦終端，整車環節資質壁壘高。而電池龍頭將憑藉成本和技術優勢獲取更大
市場份額，提高行業集中度。
投資建議。行業短期休養生息，1-2 月整車產銷量資料將具備較強指引意義；全年依舊看好整車尤
其是景氣度最高的物流車，關注新海宜、中通客車、東風汽車、康盛股份；此外關注儲能、鈷、充
電設備等細分領域的投資機會。
風險提示：政策風險；行業競爭加劇；新產品替代。

海越股份（600387）：預計全年業績增長 60%~80%
公司發佈年度業績預增公告，預計 2016 年全年歸母淨利潤同比增長 60%~80%，即 3680~4140 萬元。
業績增長主要是因為控股子公司寧波海越新材料有限公司虧損減少。
四季度 PDH 價差處於高位。2016 年四季度丙烯-1.2*丙烷價差為 380 美元/噸，同比擴大 435%，價差
依然處於高位。公司具備 PDH 權益產能 30 萬噸，價差高位時直接受益。
受益於油品升級。公司丙烯、異辛烷、甲乙酮等產品由控股子公司寧波海越新材料有限公司生產和
經營，該公司 138 萬噸丙烷和混合碳四利用專案一期工程於 2015 年正式投產，擁有年產 60 萬噸丙
烷脫氫裝臵、60 萬噸異辛烷裝臵和 4 萬噸甲乙酮裝臵，在油品升級過程中公司直接受益。
風險提示：產品價格大幅波動的風險。

遊族網路（002174）：多款精品遊戲表現亮眼，業績向上彈性足
公司打造“大 IP+全球化+大資料”的產業生態體系，格局完整，業績進入爆發期。遊族網路 2014
年借殼上市，是國內領先的研運一體綜合類遊戲公司。當前已經形成“全球化遊戲研發與發行、大
資料應用、IP 開發與運營、泛娛樂產業投資”四大塊業務模組，業績實現穩定增長。2016 前三季
度公司實現營業收入 17.5 億元（+68.31%），實現歸母淨利 3.61 億元（+5.9%），預計全年實現歸
母淨利 5.4 億~6.2 億元（+5%~20%）。
頁游手遊齊頭並進，多款精品遊戲下半年上線，產品儲備豐富。游族產品發行已經步入成熟期，當
前除了《女神聯盟》、《少年三國志》、《大皇帝》等老精品遊戲之外，集中在下半年上線的手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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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盜墓筆記》、《狂暴之翼》、《女神聯盟 2》等多款遊戲流水表現出色，隨著費用投入的常態化，
遊戲產品利潤有望在明年實現大幅增長；同時明年公司亦有多款優質 IP 產品準備上線，包括二次
元遊戲《刀劍亂舞》、《妖精的尾巴》，以及知名影遊互動的遊戲產品等，公司手上還儲備有《三
體》、《權利的遊戲》等知名 IP，明年業績向上彈性足。公司“手游+頁游”產品豐富，實現全球
化推行，當前海外市場收入占總收入的比例已超 50%，未來海外市場業務拓展值得期待。
盈利預測：我們預計公司 2016-2018 年 EPS 分別為 0.69、1.21、1.67 元，參考同行業公司 2017 年一
致 PE 預期為 23-40 倍，我們給予公司 2017 年 29 倍估值，對應目標價格 35.09 元。公司前期價格有
所回檔，業績確定性較強，基本面優質向好，買入評級。
風險提示：遊戲產品不及預期；行業增速下滑。

老闆電器（002508）：公司目前估值處於歷史低位，安全邊際較高
2016 年度業績快報預告全年營收 58.47 億元，同比增長 28.73%，歸母淨利潤 12.27 億元，同比增長
46.35%；公司份額、電商占比、盈利能力持續提升，管道下沉、品類擴張、壟斷紅利將保障公司未
來業績保持較快增長。公司目前估值處於歷史低位，安全邊際較高，“買入”評級。此外公司對績
效考核不合格物件的限制性股票進行了回購註銷處理，當前公司總股本減少 31500 股。
風險提示：房地產週期影響；原材料價格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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