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 02 月 06 日

宏觀經濟
央行變相加息，誰的眼淚在飛？——評逆回購利率上調
事件：2017 年 2 月 3 日，中國人民銀行將 7 天期逆回購利率從 2.25%上調至 2.35%，14 天從 2.4%上
調至 2.5%，28 天從 2.55%調至 2.65%；同時，根據媒體報導，將隔夜 SLF 利率從 2.75%上調至 3.1%，
7 天 SLF 利率從 3.25%上調至 3.35%，1 個月 SLF 利率從 3.6%上調至 3.7%。我們的觀點是：
1.

央行貨幣轉緊。本次利率上調是短期經濟穩定、通脹回升背景下，央行對於金融同業大幅擴張
和天量信貸做出的去杠杆舉措，與 13 年監管非標擴張類似，也確認貨幣政策已中性轉緊。

2.

類似變相加息。對於中國央行而言，存在兩套官方利率，一是大家所熟知的存貸款利率，另一
套主要以回購招標利率為代表，因而回購利率的上調其實也代表央行正式變相加息。

3.

貌似影響不大。社融總額中 70%是貸款，10%是表外貸款，而債券相關的企業債融資占比只有
14%。這一次回購利率上調幅度只有 10bp，相當於全社會利率整體提高 1.4bp，貌似影響不大。

4.

債市提前、充分反應。但是由於央行早在 16 年 8 月就開始拉長逆回購期限，並加大 MLF 操作
力度，而債市從 16 年 11 月就開始調整，全社會的平均利率已經上行了 14bp，相當於 0.7 次正
式的貸款加息。

5.

貸款反應滯後，利率趨於上升。目前銀行的貸款利率由自己決定，而銀行資金在債券和貸款兩
個方向存在蹺蹺板效應，由於其配臵的債券類資產利率普遍上行 100bp，其對貸款利率的要求
也提高，否則就不如多買債券。

6.

地產凜冬將至。央行在貨幣市場加息的結果，其實意味著房貸利率存在著大幅上調的風險，如
果未來房貸利率持續上行，疊加政府對部分一二線城市投機投放限購限貸的鋪開，地產市場的
嚴冬或將到來。

7.

商品高處不勝寒。16 年的商品價格上漲，供給收縮只是部分原因，而需求擴張才是主要原因。
在利率上升的衝擊之下，17 年的商品市場也是高處不勝寒。

8.

經濟下行風險加大。16 年下半年以來經濟有明顯改善，其實主要歸功於庫存週期。但是如果
商品價格不再上漲，那麼企業補庫存的動力就會逐漸消失，庫存週期也會很快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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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助於穩定匯率。利率回升也並非一無是處，利率相當於是貨幣的內在價值，因而國內利率的上
升提升了人民幣的內在價值，疊加美元走弱，17 年上半年的人民幣有望階段性企穩。

10. 股市、債市風險有限。真正決定債市走勢的是經濟基本面，央行變相加息其實有助於抑制地產
泡沫和通脹風險，助於穩定匯率，最終反而對債市有利。從短期看，利率上行對股市也有負面
影響，但影響要小於債市。從長期看，如果政府決心抑制地產泡沫，而且能有效防範金融風險。
那麼資金將有望從地產市場流出，而股市有望受益於資金的回流。中國經濟在化解了地產“腫
瘤”之後，其實有望更加健康，而股市是實體經濟的反映，也有望反映經濟結構的改善。

計入年報業績，中小創 PE 回到 14 年前後——2016 年年報預告分析
核心結論：①中小板、創業板年報預告已披露完畢，淨利同比 54%、41%（剔除溫氏和東財 39%），
三季報 33%、34%（37%）。②計入年報預告，中小板、創業板（剔除溫氏和東財）年報披露後 PE
為 42 和 57 倍，回到 14 年中和 13 年底，一季報後均將降至 13 年中。③年報預告業績較優且與估
值匹配的行業如照明設備、石油化工、黑色家電等。
中小創年報預告淨利增速均超 40%。截至 1 月 27 日，披露年報業績預告的公司共 2360 家，中小板
（由於中小板的券商不強制要求披露業績預告，以下中小板相關的資料均不含券商）、創業板已經
全部披露完畢，主機板披露率為 57.2%。從年報淨利潤同比來看，主機板、中小板、創業板分別為
14.6%、54.4%、41.4%，相對今年三季報的-0.4%、32.9%、33.7%，三者均大幅改善。創業板剔除溫
氏股份和東方財富後為 39.1%，而三季報為 37.4%。綜合來看，中小創依舊保持了較高增速，目前
中小板和創業板的 PE(TTM，整體法）分別為 50.4 和 58.2 倍，如果未來一年繼續保持此增速，並且
股價不變，一年後 PE 變為 32.6 和 41.2 倍。
創業板：四季度淨利同比為 36%，保持高增長。同比角度，創業板全體和創業板指數（100 家）四
季度單季度淨利同比分別 36.4%、29.3%，三季度分別為 37.5%、36.6%，而剔除溫氏股份和東方財
富後為 42.1%、38.2%，三季度分別為 37.4%、47.1%。環比角度，兩者四季度淨利環比分別為 25.9%、
14.3%，而 12-15 年歷史上四季度淨利潤環比的平均水準為 42.1%、46.7%，創業板全體略高於歷史
平均水準，而創業板指數略低於歷史平均水準。如今創業板（剔除溫氏和東財）PE 為 66 倍，回到
14 年初水準，年報披露後創業板下降到 57 倍，回到 13 年底的水準。如果 17 年一季報繼續維持此
增速，創業板的 PE 水準將回落至 52 倍，回到 13 年中的水準。
中小板：四季度淨利同比為 98%，大幅提高。同比角度，中小板全體和中小板指數（100 家）四季
度單季度淨利同比分別為 97.7%、23.3%，相比三季度的 38.9%、39.2%，中小板全體四季度大幅改
善，主要因鼎泰新材、韻達股份等幾隻個股淨利潤增幅上百倍有關，而中小板指數業績增速則有所
下降。環比角度，兩者四季度環比分別為 40.2%、23.3%，而 12-15 年歷史上四季度淨利潤環比的平
均水準為 6.1%、21.7%，本季度中小板全體環比高於歷史平均水準，中小板指數與歷史平均水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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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如今中小板 PE 為 52 倍，已經回到 14 年底的水準。年報披露後中小板 PE 將下降到 42 倍，回
到 14 年中的水準。如果 17 年一季報繼續維持此增速，中小板 PE 水平均將回落至 37 倍，回到 13
年中的水準。
行業年報前瞻與個股篩選。根據現有的披露資料，分析行業年報業績，同時結合歷史資料和估值，
我們篩選了業績較優的行業，如照明設備、石油化工、黑色家電、造紙、林業、信託等。綜合考慮
公司業績的增長性，估值的合理性，並排除了基期因素與業績突變的影響，我們對已經披露年報預
告的公司進行了篩選，具體標的有華聯控股、仙壇股份、新鋼股份、贛鋒鋰業、恒逸石化、亨通光
電、澳洋科技、中天能源、寶勝股份、北方國際和明泰鋁業等。
風險提示。業績預告與實際公佈業績存在差距。

大市導航
資訊科技服務：2017 十大科技趨勢方向預測
1.重新定義計算的邊界。計算無處不在，隨著車載電子、穿戴電子、雲計算、物聯網發展，計算不
再局限於有形的電腦設備，而是融入生活場景之中處處可見。業界巨頭投資新一代基礎軟體技術、
雲計算技術和物聯網技術，也許能為下一代異構軟體平臺和大資料共用打開全新的一扇門。
2.互聯網線上線下商業融合。O2O 的爭議不再局限於是線下到線上還是線上到線下，因為互聯網線
上線下資料共用和應用已成為發展潮流。二維碼和小程式等應用成熟後將為互聯網線下場景的發展
帶來更加廣闊的天地。
3.雲安全突破傳統網路安全界限。企業裡雲計算 PaaS 和 SaaS 服務的滲透使得傳統的單點安全防護
不再有效，企業網路安全未來必將聚焦資料鏈的安全。傳統網路安全產品轉型安全生態平臺。工控
和物聯網帶來新的安全需求將打破傳統網路安全市場天花板。
4.企業軟體 SaaS 服務駛入快車道。基礎設施成熟和安全技術升級減少了企業軟體 SaaS 服務推廣的
阻力，傳統軟體許可證盈利模式轉型雲服務長期經營性收入。互聯網模式大大提高了 SaaS 的需求，
偏應用層的 SaaS 服務將持續創新商業模式，新的盈利模式誕生不足為奇。
5.輔助駕駛開啟智慧駕駛新賽季。產業巨頭聯手發力輔助駕駛、人工智慧，CES 展大秀概念車型。
車廠和科技廠商合作無疑將推動智慧汽車再上臺階，語音交互、擬人化設計將人工智慧更好地融入
移動交通工具，充分發掘車載移動空間互聯網潛力。
6.GPU 為人工智慧提供計算支撐。GPU 不再是高性能計算、平行計算的專利，深度學習將更多地利
用 GPU 計算力。GPU 相對於 CPU 的高性能，和相對于 FPGA 的高性價比使其成為目前訓練學習模
型的主力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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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無人機發展受益於通航產業發展。法制的逐步完善和通航低空的逐漸放開，使得無人機在巡線、
物流、消費娛樂等領域應用前景廣泛。軍工、工業領域對於無人機需求進一步提高。
8.大資料決策下沉到細分行業。大資料告別初期政府支援和科研時代，進入了互聯網和企業應用的
時代。2017 年工業領域、健康醫療、金融領域將更多地利用大資料應用進行智慧製造、智慧診斷、
智慧投資等決策。
9.區塊鏈引領去中心化資訊架構。區塊鏈的應用已經從單一的數字貨幣延伸至經濟社會的各個領域，
供應鏈管理、文化娛樂、智慧製造、社會公益、教育等行業在積極嘗試，最引人矚目的無疑是金融
和物聯網領域的應用。
10.硬體升級推動冷熱大資料保護變革。集中式存儲架構變革和存儲介質的變化都使未來高性能存
儲不再是資料處理的瓶頸。冷熱大資料的分級存儲是未來大資料智慧管理的趨勢，未來將有多元化
的存儲介質產生，大資料處理和保護將引來技術升級。
風險提示。1. 科技創新動力不足；2. 人工智慧推進不達預期；3. 物聯網發展緩慢；4.雲計算基礎設
施建設不達預期；5. 政策對金融創新監管嚴厲。

農業：農業 2016 年報業績前瞻：畜禽養殖帶動行業利潤中值同比增長 147%
53 家農業公司的業績預告淨利潤中值同比增長 147%。67 家農業上市公司中的 53 家已經發佈了
2016 年業績預告或業績快報。這 53 家公司的業績預告淨利潤中值之和為 242.73 億元，同比增速為
147%，而業績預告淨利潤上限和下限之和則分別為 258.68 和 226.77 億元，同比分別增長 163%和
131%。同時，我們對海通農業重點關注的 42 家公司進行了盈利預測，這 42 家公司加權盈利增速為
100%，對行業利潤增速影響最大的為畜禽養殖，其次為飼料。
養豬暴利持續全年，養雞同比大幅好轉。從業績預告中值看，農業 10 個子板塊中果蔬飲料和種植
2 個板塊錄得虧損，其他 8 個實現盈利，種子、果蔬飲料、種植 3 個子板塊業績下滑，其他 7 個實
現增長，增速最低的動物疫苗板塊為 43%，最高的林木及加工板塊達 11676%。畜禽養殖板塊體量
最大，增速亦達到 185%，帶動整個農業行業業績大增：
1）豬價高企，成本下行，養豬暴利持續全年。2016 年全國生豬均價達到 18.53 元/公斤，而 2015 年
僅 15.26 元/公斤，同比漲幅 21%，養豬業全面盈利。同時玉米價格由於取消臨儲等政策刺激，全年
均價僅 1911 元/噸，同比下降 17%，使得養豬成本亦大幅下滑，養豬業暴利持續全年。我們預計溫
氏股份、牧原股份、正邦科技、雛鷹農牧、天邦股份利潤分別達到 120 億元、22.5 億元、10.3 億元、
9.5 億元、3.7 億元，增速分別達 93%、278%、231%、33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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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雞價震盪，均價回升，業績同比大幅扭虧。2016 年雞價雖在上半年快速上漲後有所回落，但總
體均價高於 2015 年，其中父母代雞苗全年均價 43 元/套，同比上漲 334%，商品代雞苗均價 3.38 元/
羽，同比上漲 113%，毛雞均價 7.72 元/公斤，同比上漲 6%。我們預計益生股份、民和股份、聖農
發展分別實現盈利 5.9 億元、1.55 億元、6.9 億元，都大幅扭虧，仙壇股份盈利 2.45 億元，同比增
長 986%。
3）產業鏈延伸+生豬補欄回升，飼料企業業績改善。由於一季度開始，生豬補欄積極性提升，飼料
企業走出低谷，迎來業績的持續改善，加上部分企業發展生豬業務，也為業績增長作出巨大貢獻。
我們預計唐人神、金新農、大北農、禾豐牧業、新希望業績增速分別達到 138%、59%、25%、38%、
20%。通威股份由於光伏業務並表，預計 2016 年合併利潤達 10.3 億元，海大集團飼料銷量持續提
升，全年業績預計實現 17%左右增速。
4）種子板塊繼續分化。種子板塊中預計登海種業、荃銀高科、隆平高科增速分別為 22%、30%、
10%，而其他種企業績全面下滑。
5）動物疫苗各企業繼續穩健增長。2016 年招標苗的下滑使得相關疫苗企業業績受到拖累，但通過
市場化銷售的補強，各家企業仍實現穩健增長，其中普萊柯、生物股份、瑞普生物預計分別實現
35%、30%、25%增長，中牧股份由於貿易虧損拖累，預計增幅較小。
風險提示。宏觀經濟下滑，農產品價格大幅下跌。

傳媒：海通傳媒--教育行業新機遇系列之一：二孩時代的“幼稚園荒”，機遇與挑戰並存
學前教育日益增長的需求和優質幼稚園的稀缺是行業發展推動力，但行業競爭也在加劇。一方面，
國家積極普及普惠幼稚園，社區配套幼稚園以公辦幼稚園和非營利性普惠性幼稚園為主已成為方向，
未來低端民辦幼稚園將面臨辦園空間受擠壓、生源競爭激烈、優質教師來源困難等困難，生存面臨
壓力，另一方面，中高端及特色幼稚園發展仍處於初期階段，在同質化競爭中，在營利性民辦學校
收費採取市場調節的政策背景下，稀缺優質教育資源有望獲取高額溢價。
推薦標的：1) 威創股份：打造枝繁葉茂的兒童產業生命之樹；2)長方集團：立足 LED 產業鏈，打
造投資+運營的幼教平臺。
風險提示：市場風險、行業相關政策風險、相關個股經營風險及並購融資推進不及預期風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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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色金屬：有色板塊投資框架系列Ⅲ：彈性全梳理
貴金屬。黃金企業多為大白馬公司，業務清晰專注，對金價的業績彈性強。若黃金每提價 100 美元
/盎司，相當於提價約 10%，各公司盈利增量市值比排序為中金黃金、紫金礦業、山東黃金、湖南
黃金等。值得一提的是銀泰資源，公司擬定增收購埃爾拉多中國境內金礦資產權益，新增黃金業務，
資源儲量生產能力齊升級，我們認為其競爭力將大幅提升，未來業績有望大增。
白銀股的投資標的較少，銀泰資源和盛達礦業均是近年通過臵換重組上市企業，興業礦業 2016 年
新收購銀漫礦業、白旗乾金達。從業績彈性來看，若白銀每提價 2 美元/盎司，相當於提價約 10%，
業績增厚排序為興業礦業、盛達礦業、銀泰資源、華鈺礦業與金貴銀業。
銅。國內銅領域的上市公司中銅儲量最大的、市值最高的公司都是紫金礦業，但是銅礦產量最高的
是江西銅業，隨著雲南銅業收購普朗礦、洛陽鉬業收購非洲 Tenke 礦，這兩家公司的銅礦產儲量會
有所增加。三家主要銅企的業績彈性排序依次是江西銅業、雲南銅業和銅陵有色。
鋁。國內鋁的上市公司中，南山鋁業 2016 年收購怡力電力一條具有 68 萬噸電解鋁產能的生產線和
配套自備熱電廠，電解鋁產量將大增，成本也將降低。產量市值彈性從高到低排序為*ST 神火、雲
鋁股份、焦作萬方、南山鋁業、中孚實業。
鉛鋅。國內鉛鋅上游資源的上市公司行業龍頭為馳宏鋅鍺，從產量、儲量、市值來看均最大。鉛鋅
領域的上市公司按鉛鋅礦產量的業績彈性排序前 5 名依次是馳宏鋅鍺、中金嶺南、建新礦業、西部
礦業和中色股份。
錫鎳。國內錫領域的上市公司主要為錫業股份，產量穩居全球第一，目前錫礦產量大約為 3 萬噸/
年。鎳領域的上市公司按鎳礦產量的業績彈性排序依次是恒順眾昇、ST 華澤和*ST 吉恩，恒順眾
昇因為收購了海外的 Madani 鎳礦和 BMU 鎳礦，鎳礦產儲量大幅提升。
小金屬。鈷金屬領域，盛屯礦業與格林美更多類似加工股，盛屯礦業於 2016 年 8 月發佈公告設立
新公司投資剛果（金）年產 3500 噸鈷，10000 噸銅項目，格林美主要通過加工回收等方式生產鈷產
品。洛陽鉬業與華友鈷業擁有自身儲備量，產量/市值彈性洛陽鉬業大於華友鈷業，其中洛陽鉬業
擁有鈷權益儲量 28.56 萬噸，產量 0.88 萬噸/年，而華友鈷業目前自產鈷產量為 1000 噸/年，公司正
在進行定增投資投資剛果（金）PE527 銅鈷礦項目，定增完成後可達 4100 噸/年。
稀土。國內輕稀土上市公司主要為北方稀土和盛和資源，龍頭為北方稀土，其分配到的礦產開採指
標以及冶煉指標均占全國總量控制計畫一半以上，產量市值彈性為 133.28 噸/億元。按毛利增厚市
值彈性排序為北方稀土，盛和資源。中重稀土領域上市公司中廣晟有色和廈門鎢業為稀土資源公司，
*ST 五稀主要為稀土冶煉。中重稀土行業龍頭為廣晟有色，儲量以及分離冶煉、稀土開採指標均為
業內最高。按產量市值彈性排序分別為廣晟有色、*ST 五稀和廈門鎢業。
不確定性分析。下游需求疲軟，產量不及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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