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 02 月 09 日

宏觀經濟
春季行情走在路上
1）利率上行有兩種情景：一是系統性上行，如 07 年 3 月-08 年 8 月、10 年 10 月-11 年 9 月，為抑
制過熱、控制通脹，央行上調基準利率並控制貨幣總量，所有利率進入上行週期。二是結構性上行，
如 13 年，為實現債券去杠杆，央行上調政策利率但維持貨幣總量穩定，市場利率上行但貸款利率
穩定。第一種情景股市風險逐步累積，緊縮政策影響基本面，最終形成大衛斯雙殺的熊市大跌，第
二種情景股市區間震盪，占比 80%的貸款利率和企業盈利穩定。繼 1 月上調 MLF 利率後，2 月 3 日
央行上調逆回購和 SLF 利率，這次利率上升屬於第二種情景，目的是防風險和去杠杆，類似 13 年。
2）我們在 12 月月報《震盪階段的休整期》中提出市場進入休整期，觀點轉向謹慎。1 月月報《靜
候春季行情》中提出春季行情仍需等待，2 月月報《開春擼袖子》建議更積極。2 月 3 日上週五央
行上調逆回購和 SLF 利率之後市場並未下跌，說明利空已經被 price in。從情緒指標看，成交量和
換手率萎縮至前期高點的四成，經歷兩個月調整，利空因素已逐步消化。
3）存量博弈的震盪市中，結構機會偏向政策亮點和業績確定。政策亮點如國企改革、一帶一路。
年初地方兩會密集召開，在中央經濟經濟工作會議定調混改後，地方兩會也有望就國企改革做出新
部署。17 日習總再提“一帶一路”，5 月將在京舉辦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重申“一帶一路”進入
2.0 階段。臨近年報期，大部分上市公司已披露業績預告，震盪市業績為王，精選業績穩健增長，
估值合理類品種。
風險提示：監管調控力度超預期，經濟增速下滑超預期。

利率上行是系統性或結構性，大類資產表現迥異
利率上行有兩種情景。利率體系包含政策利率和市場利率。如果用 1 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代表政策利
率，用 10 年期國債收益率代表市場利率，05 年以來可以明顯看到有三次利率上行期，分別是 07 年
3 月-08 年 8 月，10 年 10 月-11 年 7 月，13 年 3 月-12 月，但是這三次利率上行期宏觀背景和性質有
所不同，前兩次是系統性上行，所有利率都進入上行週期。而後一次是結構性上行，市場利率上行，
而存貸款基準利率保持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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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系統性上升時大類資產整體走弱。（1）宏觀特徵：經濟過熱、通脹高企。利率系統性上行的
根本原因是經濟增長過熱、通脹高企，市場利率率先上升，當通脹達到一定程度時（通常在 3%以
上），央行開始加息並控制信貸來抑制過熱、控制通脹。（2）在利率系統性上升期市場表現優異
順序為：貨幣 >商品 >地產 >股票 >債券。除了貨幣，其他大類資產最終都走熊，核心原因是貨幣
緊縮政策最終使得經濟增速回落，所以在利率系統性上行期最優的投資策略是現金為王。（3）初
期企業盈利一般較好，市場仍能保持上漲或者震盪的趨勢，但是隨著利率不斷上升，風險不斷累積，
企業盈利會出現惡化，估值也會下降，形成大衛斯雙殺。
利率結構性上升時大類資產表現分化。（1）宏觀特徵：利率上行是為了金融去杠杆。利率結構性
上行主要發生在 13 年 3 月-12 月，經濟基本面並不支持利率大幅上行。13 年的利率上行主要是央
行為了“金融去杠杆”而導致的結構性的利率上行，市場利率不斷走高，然而並未提高存貸款基準
利率。（2）在利率結構性上升期市場表現優異順序為：貨幣 >地產 >股票 >商品 >債券，和利率系
統性上升時表現不同，並不是所有大類資產最終都走熊，而是部分有結構性機會，如股市、地產等，
核心原因是利率結構性上行時貨幣總量是穩定的，資金最終要尋找去處。（3）13 年利率結構性上
升期間，宏觀經濟增速較為平穩，股市企業盈利和估值都相對穩定，上證綜指全年呈現出震盪格局。
此外 13 年股市是有明顯亮點的，爆發了中小創行情。
這次利率上行屬於結構性。（1）本次利率上行為了金融去杠杆，是結構性上行。未來不排除央行
會繼續上調逆回購、MLF、SLF 等政策利率，但存貸款基準利率調整的可能性不大。我們認為本次
利率上行背景下大類資產排序：貨幣 >股市 >商品 >債市 >地產。（2）股市仍是震盪格局，主線聚
焦業績確定、政策亮點。16 年 12 月以來的下跌是震盪市回撤而非新一輪熊市下跌，經歷兩個月調
整利空因素已逐步消化，未來兩個月可以更積極一些。存量博弈的震盪市中存在結構性機會，主線
聚焦“業績確定”和“政策亮點”。
風險提示：貨幣政策持續收緊。

大市導航
農業：非典型豬週期下的豬價何去何從？
環保壓力催生非典型“豬週期”。由於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個層面加強了對畜禽養殖環境污染的
整治和監管，行業產能在環保壓力下持續去化，導致生豬養殖持續高度景氣之下，生豬存欄恢復卻
十分緩慢，能繁母豬存欄更是一跌再跌，與歷史上傳統的“豬週期”完全不同。
產業結構變化影響深遠，規模化進程高速發展。當前，我國生豬養殖的規模化程度仍然較低，行業
集中度還有很大提升空間。大型養豬場靠更低的養殖成本、更高水準的養殖技術、更優質的肉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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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更完善的產業鏈，會逐漸吞併或者擠壓中小養豬場。生豬生產“十三五”規劃明確提出了 2020
年出欄 500 頭以上的規模養殖比例要從 2014 年的 42%提升至 52%。
因此我們認為，未來 10 年將是中國養豬業規模化發展的黃金時期。
豬價走勢之謎。供需關係是生豬價格變化的主導因素，從供給面和需求面出發，我們分別梳理了值
得持續關注的影響豬價走勢的因素和指標，以供參考；對於 2017 全年而言，部分省區的環保政策
仍在重點執行期，能繁母豬存欄或將繼續在底部震盪緩慢上行，生豬存欄的快速恢復的可能性不大。
從母豬價格來看，自 2016 年初開始節節攀升，目前仍處於高位，這意味著在豐厚的養殖利潤的驅
動下，養殖戶補欄較為積極。我們預計 2017 年豬價將逐步下行，但有望維持在 16 元/公斤的相對高
位，較 2016 年均價 18.5 元/公斤下降 13.5%。
區域化、規模化趨勢漸成，需求規模上升有限。中長期而言，我們判斷國內生豬養殖行業將形成以
下特點：養殖重心北移，區域化差異確立；規模化促進養殖綜合效率提升；需求規模上升空間有限，
品質漸成豬肉供給關注點。
生豬養殖企業的投資邏輯。未來養殖企業之間的競爭，將不只是養殖規模的比拼，更多的是產業鏈
各個環節的較量。我們認為，未來週期的波動對生豬養殖企業業績的影響將逐步減弱，相應的投資
邏輯將不僅僅從週期角度分析，更要從產業角度判斷，養殖企業的業績有望更加體現成長屬性，生
豬產能的逐漸釋放將在一定程度上彌補豬價下行帶來的業績壓力，全年利潤仍將較為可觀。具體的
投資標的選擇上，我們推薦業務純正、成本優勢明顯的牧原股份、溫氏股份，以及市值相對較小的
正邦科技。
不確定因素。豬價景氣度不及預期，疫病風險。

券商：從“量變”到“質變”，信託業再次迎來發展機遇
信託資產規模穩步提升，占 GDP 比重不斷提升。信託行業在經歷了多年的高速增長後，進入平穩
發展時期，截至 2016 年 3 季度末，全國 68 家信託公司管理信託資產規模為 18.17 萬億元，較 2015
年末增長 11%。儘管增速略低於前幾年，但是信託資產結構顯著優化。這一方面體現了中國經濟增
長已經進入穩固期後，產業結構逐步調整，另一方面則是信託公司主動進行業務調整以適應市場需
求和現狀。此外信託業管理資產規模占 GDP 的比重已由 2007 年的 3.57%增長至 2015 年 23.66%，預
計 2016 年占比將進一步提升至 25.74%。
收入結構優化，利潤增長迅速。隨著信託業務規模的飛速增長和信託公司主動管理能力的持續提升，
信託行業的盈利能力實現快速增長。信託行業利潤從 2007 年的 158 億元增長至 2015 年的 751 億元，
年複合增長率為 24.9%。2016 年前三季度信託行業收入總計 731 億元，利潤達 519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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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來源及投向更加多元化，強調主動管理能力。1）銀信合作規模持續上升，但資產規模占比大
幅下滑，信託公司對銀信理財合作業務的依賴度大幅降低，主動管理能力增強。2）基礎產業及信
證合作：由“高歌猛進”到“平穩過渡”。隨著“463 號文”以及監管收緊的影響，信託行業發展
受到一定的制約。但幸運的是，地方政府融資需求並沒有因為監管政策的收緊而戛然縮減，另外，
信託公司也對基礎產業信託產品進行了轉變和創新，改變了過去單純依靠政府承諾函、擔保函的方
式，從而順利度過對新規的適應期和調整期。2013 年以後基礎資產信託的規模基本保持平穩，但
資產規模占比卻逐步下滑，已由 2012 年末的 23.62%逐步降低到 2016 年第三季度的 17%。
信託業再次迎來發展機遇。
1）相關行業監管加強，帶來信託業增長動力。 過去銀行/證券/基金/保險資管對信託業四面夾擊，
但隨著 2016 年多項關於基金子公司、券商資管及銀行理財的監管新規頒佈，對相關行業做了進一
步的約束，信託行業或將迎來小春天。尤其是通道業務，可能由基金子公司及券商資管轉向信託行
業。我們假設未來幾年通道業務規模保持不變，在 20%及 50%轉換率的假設下，預計將分別為信託
公司帶來收入 48/120 億元，分別占 2015 年信託收入的 4%/10%。
2）把握核心優勢，轉型主動管理。信託公司已經逐步成為中國“實業投行”、最大的非標準資產
證券化服務提供者。信託公司能夠整合運用幾乎所有的金融工具。未來，隨著信託行業主動管理能
力逐步提升，信託業有望借此改寫資產管理行業的格局，成為可以銜接第一、三層級、兼顧資金端
與資產端的全方位、多功能“資產管理+財富管理”機構，為資產管理行業的發展注入新的活力。
3）信託業的先發優勢。信託業已在資產管理領域耕耘多年，無論是在業務範圍、人才積累、制度、
風險控制還是創新能力方面都具有先發優勢。
相關標的。建議關注安信信託、陝國投 A。
風險提示：剛性兌付問題依然難解；外部環境形勢嚴峻；監管不斷升級。

券商：證券行業 1 月月報——1 月業績同比增長 350%，顯著改善
投資要點：
1)1 月業績同比增長 350%，顯著改善；環比下降 18%，主要是由於市場交易下滑及春節因素。17
年預計證券行業同比增長 15%，中長期仍看好行業轉型。推薦華泰證券、廣發證券、光大證券、招
商證券、寶碩股份、國金證券。
2)1 月母公司口徑淨利潤同比增長 350%，環比下降 18%。截至 2017 年 2 月 7 日，23 家上市券商公
佈 2017 年 1 月份業績。23 家券商實現母公司口徑營業收入 98.31 億元，同比+53%，環比-40%；母
公司口徑淨利潤實現 33.89 億元，同比+350%，環比-18%。1 月業績環比下滑較多主要是由於節前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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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交易清淡，日均交易額下滑較多；春節因素使得投行項目進展放慢等因素。從同比資料來看，業
績已經顯著改善。
3)1 月經營環境：市場交易下滑，投行受春節因素影響。1 月市場交投冷淡，日均股基交易額 3870
億元，環比下滑 23%，同比降低 32%。1 月完成 IPO 54 家，募集資金 299.47 億元，數量及規模繼續
增長；增發募集資金 630.05 億元，環比大幅下滑 83%，同比下滑 45%。債券承銷方面，企業債承銷
16 億元，環比大幅下降 26.5%；公司債承銷 474 億元，環比下滑 84.9%；企業債及公司債合計承銷
490 億元，環比下滑 36%，同比下滑 88%。截至 12 月 31 日，兩融餘額 8680 億元，環比下跌 8%，
同比減少 5%。滬深 300 指數 1 月上漲 2.35%，上月下跌 6.44%，去年同期下跌 21.04%；中債總全價
值數 1 月下跌 0.97%，上月跌 1.53%，去年同期下跌 0.2%。
投資策略：
1）2017 年預計業績同比增長 15%。我們根據 2016 年經營情況以及未來可能的市場變化，估算在悲
觀/中性/樂觀情形下，2017 年業績預計同比+4%/15%/23%。投行業務及資管業務預計將繼續增長，
並成為 17 年業績改善的主要原因。
2）機構業務、財富管理轉型仍是 2017 年重點。中國資本市場起步較晚，券商業務結構較為單一，
這種業務模式下，券商業績對市場環境更為敏感，形成“靠天吃飯”的局面。隨著行業壁壘逐漸縮
小、業內競爭加劇等因素，券商通道業務的利潤率將逐漸被擠壓，倒逼券商業務轉型。借鑒海外成
熟市場，我們認為機構業務、財富管理轉型、並購重組仍是未來券商的轉型重點。
3）從中長期來看，仍看好行業轉型，尤其是看好大型券商及特色券商。我們認為隨著負面影響逐
步消化，證券行業創新有望恢復。我們仍看好券商業務轉型， 單一通道服務商向資本仲介、財富
管理轉型、創新業務多元化發展等方面值得期待。同時我們認為具有特色的、對傳統經紀業務依賴
較小的券商，業績提升空間較大。
4）重點推薦華泰證券（前瞻性強、經紀份額最大，未來財富管理轉型具優勢）、廣發證券（IPO
儲備項目數行業領先，股票承銷實力較強，直接受益於投行收入恢復）、招商證券（業務佈局全面，
IPO 儲備專案居前）、光大證券（鳳凰涅磐、新三板具優勢）、寶碩股份（華創證券曲線上市，控
股非標資產交易平臺，打造互聯網投行，市值小高彈性）、國金證券。
風險提示：資本市場大幅下跌帶來業績和估值的雙重壓力。

資訊設備：電腦看好的兩個次新股——萬集科技、星網宇達
電腦次新股中，相對我們看好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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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估值低：萬集科技，我們預計公司主業 17 年利潤在 1 億左右，目前估值 50 倍+，如果非現場執
法業務放量，則估值
有望降到 30 倍+。具體請參考公司報告：《智慧交通細分領域稀缺標的》
2）技術好：次新股估值都貴，如果挑一隻技術好的，星網宇達在慣性導航技術方面獨樹一幟。具
體請參考公司報告：《星
網宇達：慣性技術研發應用領先者》
風險提示：次新股板塊回檔的風險，系統性風險。

航空航太與國防：軍工迎來開門紅，關注民參軍與超跌標的
1）軍工處於風口，關注民參軍與超跌標的。2017 年 2 月 3 日，新年首日軍工板塊迎來了開門紅，
領漲各板塊。民參軍企業符合國家軍民融合大戰略，未來發展潛力巨大。當前，具有相對競爭力的
民參軍企業已經在軍工領域開疆辟土，佔據相對穩定的市場份額。此外，加上軍工行業的天然護城
河，民參軍兼具多重優勢。年報將至，民參軍企業正處於佳績兌現期，值得關注。另外，當前部分
優質軍工標的增發後的股價正處於股價倒掛期。民參軍主線，推薦鵬起科技、華意壓縮、通光線纜、
宏大爆破、高德紅外、天海防務、海特高新；增發倒掛標的，關注華力創通、傑賽科技、中光防雷、
鳳凰光學。
2）政策和行業動態。短期來看軍工估值處於相對低位，新一輪軍工行情具備啟動基礎。16 年 12 月，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國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要求在電力、石油、天然氣、鐵
路、民航、電信、軍工等領域邁出實質性步伐。在軍工央企的混改進程中，中國核建和中國船舶已
列入首批試點，有望率先啟動，軍工集團或成混改先頭兵。當前，軍工集團資本運作提速並有新思
路，科研院所改制有望突破。隨著沈飛集團整體注入*ST 黑豹，以及南、北船合併預期的提升，預
計後續行業政策、主題事件不斷出臺，有利於行業維持較高景氣度。
3）我們重點推薦中航飛機（中航工業防務資產的整合平臺，C919 試飛預期）、湘電股份（綜合電
力系統空間廣闊）、鵬起科技（剝離虧損，聚焦軍工高端製造）、中航光電（軍民融合標杆企業）、
中直股份（直升機企業龍頭）。
風險提示：軍工訂單大幅波動風險；政策不及預期；改革進程緩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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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H 股地產大幅上漲，A 股還要等待多久？
1）三大原因造成 H 股地產大漲：1）低估值高分紅是硬道理。目前 H 股地產龍頭 PS 在 0.5X,16、17
年 PE 在 9.15X 和 7.28X，按照 15 年股息看股息率在 5.17%。2）滬港通、深港通帶來資金南下；3）
龍頭企業 1 月銷售依據強勁。
2）H 股估值追趕 A 股仍成趨勢。H 股對資料和基本面反映更強是造成近期 A/H 股表現差異的主要
原因。考慮目前 A 股地產龍頭 PS 在 0.65X，16、17 年 PE 在 11.38X 和 9.43X，按照 15 年股息看股
息率在 2.39%。H 股地產估值仍明顯低於 A 股。
3）市場波動不會改變藍籌優勢，我們看好自下而上機會。17 年行業高點回落，但總量仍可保障藍
籌增長。
風險提示：系統性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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