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 02 月 08 日

宏觀經濟
全球出口的改善與隱憂
2016 年下半年全球商品出口同比跌幅迅速收窄，無論是發達經濟還是新興市場，出口都出現明顯
改善。那麼，16 年全球出口改善呈現怎樣的特徵？這又是否意味著全球出口已走出低迷？本文將
進行分析。
16 年全球出口整體改善。根據 WTO 的統計，2016 年下半年全球商品出口同比跌幅迅速收窄，從低
點的-13%左右逐漸轉正。出口改善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幾方面：第一，中、美等經濟體的需求改善明
顯，美國在經歷 16 年上半年的經濟低迷後，下半年明顯好轉，而中國受益於房地產、基建和汽車
的增長，經濟短期趨於穩定；第二，原油、鐵礦石等大宗商品價格反彈，也對出口起到提振作用；
第三，15 年的全球出口表現最差，基數較低。
發達經濟：美國改善好于日歐。16 年下半年美國出口大幅好轉。美國商品總出口同比從 16 年上半
年的減少 6.8%轉為增加 0.8%，在美元走強的背景下，大豆出口的偶然因素和中國、巴西等新興經
濟需求上升是重要原因。歐盟出口跌幅收窄。
歐盟商品出口同比跌幅從 16 年上半年的-4.1%小幅收窄至-2.1%。對中國、俄羅斯、墨西哥、印度等
新興經濟的出口改善較為明顯，歐元大幅貶值、新興需求短期向好或是重要推動力。日本出口亦小
幅好轉。日本商品出口同比增速從 16 年上半年的-8.7%小幅收窄至-6.1%。對中國、中國香港、泰國、
新加坡、越南、澳大利亞出口均改善，但對歐盟出口由正轉負。
新興市場：整體顯著回升。16 年下半年中國出口同比跌幅收窄。16 年下半年中國出口同比跌幅
6.1%，較上半年的 9.6%小幅收窄，對發達經濟體的出口改善更明顯，其中尤以美國出口增速反彈
最快。16 年下半年來美國、歐盟經濟穩中回升，外需緩慢改善，是出口反彈的主要驅動，但人民
幣貶值對出口的改善作用有限。韓國出口明顯改善。16 年 11-12 月韓國出口增速轉正至 2.3%和
6.4%，主要出口商品均有改善，亞洲交易夥伴的需求帶動了韓國 16 年出口的回暖。越南、印尼、
馬來西亞、印度和泰國等其他亞洲新興市場，出口增速也大幅反彈。越南增速加快到 20.7%，其他
經濟體的出口增速也在下半年轉正，並超過 15 年初的水準。印尼出口增速下半年轉正並走高，其
中對中國的出口改善最多。
未來出口隱憂仍存。16 年全球出口整體改善，反映出中美等主要經濟體 16 年下半年來的經濟短期
企穩，但這種出口回升的持續性在 17 年或將面臨挑戰。一方面，雖然中美經濟短期企穩，但需求
改善的可持續性並不強。16 年下半年以來，中美等國經濟短期穩定，需求回升帶動了全球出口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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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但當前中美經濟的短期企穩都是由庫存在驅動，存在著重新走弱的風險。4 季度美國經濟從 3
季度的 3.5%回落到 1.9%，並且私人消費需求增速繼續下滑到 2%以下，需求改善的持續性存疑。而
中國 16 年地產支撐經濟的模式引發房價泡沫，在 17 年抑泡沫、去杠杆、防風險的背景下，地產投
資也將降溫，加之工業庫存由去轉補，需求也將後繼乏力。另一方面，特朗普上臺、貿易保護主義
再起，將對國際貿易的改善形成打壓。
特朗普一上臺就已宣佈美國退出 TPP，而其競選時還提出主張，向中國和墨西哥徵收高達 45%的關
稅。雖然最終會採取何種措施目前尚未明確，但不可否認的是，如果未來對美出口的貿易摩擦加劇，
墨西哥、中國的出口將難免受挫。而一旦美國提高關稅引發貿易戰，美國自身的出口也會受到影響。

1 月外儲略降，匯率短期穩定——1 月外儲資料點評
1 月外儲略降。外管局公佈 1 月外匯儲備餘額為 2.9982 萬億美元，跌破 3 萬億美元，環比下降
123.13 億美元，是近 6 個月最小降幅。
估值效應減弱。1 月美元指數回落 2.8%，歐元、英鎊和日元對美元分別上漲 2.7%、1.8%和 3.7%，
對外儲估值正面影響。
1 月歐元區、英國和日本國債收益率上升 24、18 和 4 個 BP，而美國國債收益率穩定，對外儲估值
影響偏負面，但幅度相對較小。綜合而言，估值效應對外儲餘額的影響偏正面，幅度減弱。
美元指數走弱，匯率短期穩定。特朗普上臺後表態無意于強美元，加之美國 4 季度經濟回落，進入
17 年美元開始走弱，1 月人民幣對美元升值 1.0%，人民幣匯率有望短期企穩，匯率維穩壓力有所
減輕。
貨幣中性偏緊。央行春節前上調 MLF 利率、節後全面上調逆回購利率，核心指向金融去杠杆，17
年抑制資產泡沫、防範金融風險是政府的主要目標，貨幣政策轉向中性偏緊，而利率回升意味著人
民幣的內在價值提升，也助於人民幣匯率穩定。

大市導航
食品：推薦啤酒板塊年初以來上漲 5%，跑贏食品飲料板塊（+1%）
昨日 H 股青啤、華潤分別上漲 3%和 5%；近期 A 股青島啤酒、重慶啤酒連創 16 年以來新高。
催化一：行業 12 月產量同比增 15%，結束 25 個月負增長後已連續 5 個月回升。全年產量同比僅下
滑 0.1%。低基數效應下，我們預計 2017 年 1、2 月產量仍有望迎來開門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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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化二：華潤若接盤青啤股權，行業將迎大變天。近期彭博等境外媒體報導朝日集團可能轉讓持有
的青啤 19.99%的股份。
我們預計華潤接盤可能性較大。我們預計，新巨頭將在河北和天津等地超過 60%的合計市占率；在
廣東、上海、江西等激烈區域減少相互競爭；甚至可能徹底退出對方的絕對優勢區域。
重點推薦重慶啤酒，燕京啤酒，青島啤酒。
重慶啤酒近日公告 16 年歸母淨利潤 1.9 億元，扣非後利潤略超預期。公司未來的四大看點來自於
產品結構的持續升級，關廠減虧後效率的繼續提升，行業競爭緩和後公司費用投放的下降，還有體
外約 160 萬噸啤酒資產的注入預期。
青島啤酒作為國有企業，內部考核與激勵機制雖已現落後，但如若和華潤啤酒達成聯盟，公司淨利
率水準有望進一步提升。
燕京啤酒安全邊際高，根據過往 10 年啤酒並購交易中值推算並購價值 300 億元以上（現在僅 200
億元）。公司看點來自于國企改革股權激勵和被並購的價值。
風險提示：啤酒銷量大幅下降。

傳媒：加息預期下看好新興消費，關注低估值高業績標的
傳媒持倉比例持續下降，創 2013 年 Q2 以來新低
截止 2016 年 Q4，全基金傳媒股持倉比例約為 4.21%，較 2016 年 Q1 下降了 5.74ppt，持倉比例位於
近 4 年來相對較低位臵。
機構對於傳媒行業的持倉水準在 2015 年 Q4 的 10.24%高點以後，連續下降至 2016 年 Q4 的 4.21%，
超額配臵比例也從 6.92%下降至 1.37%，相對超配從 208.35%下降至 48.32%，三個指標均創 2013 年
Q2 以來新低。到目前為止，傳媒行業的持倉比例仍將處於不斷下降或低位平衡階段。
看好新興消費，關注低估值高業績標的
市場加息預期強，看好新興消費。地產後週期背景下，院線受地產擴張放緩影響，其自身擴張速度
也可能放緩，但好在過去幾年的擴張效應在 2017 年顯現。遊戲、電競的場地、推廣的成本可望下
降。影視、遊戲、行銷板塊市值大但估值低，應以價值投資邏輯篩選個股，建議關注 PEG 較小的
公司或者有外延預期的小市值公司：藍色游標、龍韻股份、華誼嘉信、慈文傳媒、中文傳媒、吉比
特、星輝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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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長期看好教育、體育在消費轉型和升級中的作用，以及這些行業在新經濟和大健康中的作用，推
薦廣弘控股、國旅聯合、開元儀器、勤上光電、立思辰、雷曼股份。關注傳統媒體的轉型升級：皖
新傳媒、新華文軒、讀者傳媒。
風險提示：系統性風險。

資訊服務：深個股，景氣和持倉變化的再探究
從機構持倉變化看選股：高景氣子行業和低估值個股
目前來看，整體電腦的持倉比例仍處於下降或低位元平衡階段，基金電腦板塊持倉已是 13 年上半
年水準。短期內沒有看到機構大幅提升電腦配臵比例的動力。不過有意思的是，資料顯示從 15 年
以來 QFII 對電腦個股的配臵比例則逐步上升，截止 16 年 Q3 約為 5.9%，已接近基金對電腦板塊的
配臵比例。而進一步分析其配臵的電腦個股可以發現，多為海康威視、啟明星辰等低估值、業績持
續增長個股。而這一點也可以從基金 16 年四季度加倉較多的個股中得以佐證，如東軟集團、海康
威視、同花順等等。
雲計算、視頻大資料、資訊安全等子行業高景氣
梳理電腦行業公司 16 年業績預告可以發現：基礎軟硬體/雲計算、智慧安防/智慧城市、資訊安全
2016 年業績增速顯著高於電腦行業平均，行業處於高景氣週期。展望 2017 年，我們認為主線依舊
是基礎資訊技術發展、與之伴隨的資訊安全推進、互聯網創新應用，以及人工智慧的高端軟硬體和
大資料應用的落地。
推薦標的：東軟集團、新北洋、啟明星辰、廣聯達、通鼎互聯、同花順、中國軟體、天源迪科
風險提示：市場波動風險。

建材：一帶一路主題催化，關注新疆水泥股
“一帶一路”國際高峰論壇將於 5 月在京召開，該論壇是“一帶一路”提出 3 年多來最高規格的論
壇活動，有望形成上半年一帶一路主題重要催化劑。新疆地區定位於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新疆
板塊基建個股有望受益。
以一帶一路戰略為依託，新疆十三五期間將推動“絲綢之路經濟帶北通道”、“絲綢之路經濟帶中
通道”、“絲綢之路經濟帶南通道”、“中巴經濟走廊”、“沿邊開發開放戰略通道”5 大通道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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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2017 年新疆地區固定資產投資規劃增長 50%（其中公路建設投資新增 5.7 倍），有望帶動區域
水泥景氣走出低谷。
建議重點關注新疆板塊，推薦天山股份、青松建化。
風險提示：市場波動風險。

有色金屬：2017 年初鈷價繼續上漲
2017 年初國內金屬鈷價格延續自 16 年下半年起的上漲趨勢，繼續上行。截至 2 月 7 日，國內金屬
鈷價已漲至 3.25 萬元/噸，較前一日上漲 7.97%，較上周上漲 7.97%，較上月上漲 17.75%。
2017 年，供給端，世界第一大鈷礦供應國剛果（占全球鈷總產量 60%）內亂給供給側帶來長期隱患。
需求端，隨著三元材料正式解禁客車以及新能源汽車市場逐步擴大，新能源電池將再次迎接增長；
與此同時，我國民航、軍工產業對硬質合金的需求有所提振，我國對鈷的需求將有望增加。我們看
好鈷價上漲。
風險提示：系統性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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