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 02 月 14 日

宏觀經濟
給企業減稅降費正當時——財稅改革系列（1）
稅負高企迫使財稅體制再變革。①相較國際水準，中國宏觀稅負較高。我國財政收入包括稅收收入
和非稅收入，其中非稅收入包括專項收入、行政事業性收費、罰沒收入等。15 年我國財政收入
/GDP 為 22.1%，而美國為 18.0%，德國為 9.3%。
②當前宏觀稅負高企將迫使財稅體制再變革。自 78 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財稅改革分四步走，財
稅體制在逐步完善中。第一階段，1978 年-1993 年的“財政包乾”體制，其特點是“劃分收支，分
級包乾”。第二階段，1994 年-2000 年分財稅改革後的財稅體制，其特點是“按稅種劃分稅權，分
級管理”。第三階段，2001-2011 年的稅制完善時期。第四階段，2012 年至今“六稅一法”稅制體
制改革。當前我國宏觀稅負較高，加之間接稅占比過高和地方財政收支失衡，財稅體制亟待改善，
新一輪財稅改革即將來臨。
企業盈利空間收窄亟待降稅減費。①高企的稅費成本擠壓企業盈利空間。2015 年 GDP 增速首破
“7”，創 25 年新低，2016 年前三季度 GDP 增速為 6.7%，經濟增速進一步下臺階。當經濟增速放
緩後，企業除繳納增值稅、消費稅、所得稅等外，還需繳納“五險一金”、行政許可、審批相關的
經營服務性支出等固定支出，這就導致企業稅費支出更具剛性，從而擠壓企業盈利空間。2016 年
前三季度 A 股淨利潤/EBIT 為 47.2%，遠低於同期美股的 59.1%。②貨幣政策寬鬆空間有限，減稅
降費是必然趨勢。按照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經濟中不存在生產和就業向完全就業方向發展的強大自
動機制，在經濟增速放緩時，國家可採用擴張性的經濟政策，通過增加需求促進經濟增長。自 14
年 11 月起，央行連續 6 次降息 5 次降准，寬鬆貨幣政策有利於降低企業財務費用和改善業績，但
未來貨幣政策繼續寬鬆空間有限，在經濟增速下滑背景下政府有望轉而採取擴張的財政政策如減稅
降費等。
減稅降費有助激發企業活力。①1960s 和 1980s 年代美國減稅政策幫助經濟擺脫困境。以經濟學家
亞瑟•拉弗命名的拉弗曲線非常形象地說明了供給學派的理論精髓及其政策主張，較高的稅率將抑
制經濟增長，從而縮小稅基，稅收收入下降，反之減稅可以刺激經濟增長，從而擴大稅基，稅收收
入增加。1960s 年代美國甘迺迪政府為刺激經濟曾採取較大幅度的永久性減稅措施，美國經濟獲得
強勁增長，期間 GDP 增速保持在 2.6%~6.6%，聯邦財政預算基本實現平衡。1980s 年代供給學派的
政策主張受到美國總統雷根的採納，雷根政府大幅削減個人所得稅，實行加速折舊和投資稅收抵免，
取消許多稅收特惠，在提高效率和公平的同時堵塞稅收漏洞，經濟滯脹問題得到緩解。②近兩年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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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財稅體制改革方面取得積極進展的是“營改增”，展望 2017 年財稅改革有望在個稅、環保稅、
資管產品增值稅、五險一金方面展開。
風險提示：財稅改革不及預期、經濟下行壓力、財政赤字率擴大。

大市導航
公用事業：2016 年業績預期統計
截至 2016 年 2 月 13 日，海通公用環保行業已披露業績預告的企業有 90 家，披露率為 65%。預計
實現業績增長的有 36 家，扭虧為盈的有 7 家，業績下降的有 38 家，虧損的有 9 家。
預計業績披露中，除去扭虧為盈和虧損的企業，剩餘的 74 家企業，平均增速為 28.11%，增速中位
數為-0.46%。增速排名前十的企業分別為中原環保、華電能源、升達林業、神霧環保、梅雁吉祥、
東方園林、三維絲、三聚環保、樂山電力、巴安水務，平均增速達 275%；增速下降最快的宜賓紙
業、長源電力、粵電力 A、盛運環保、通寶能源、天華院、隆華節能、吉電股份、金山股份，平均
降幅為 75%；扭虧為盈的公司有 7 家，分別為國中水務、百川能源、華宏科技、*ST 南電 A、潤邦
股份、紅陽能源、長春燃氣；預虧的公司有 9 家，分別為新能泰山、大唐發電、甘肅電投、香梨股
份、大通燃氣、科融環境、勝利股份、龍源技術、錢江水利。
風險提示：預計不及預期等。

有色金屬：銅礦供給又出問題
1.銅礦供給又出問題
自 2017 年年初以來，秘魯連續遭遇暴雨超過一個月，全國已經有至少 25 人在洪水中喪生，超過 25
萬人受到影響，同時，根據中國天氣網資訊，秘魯在未來 12 天內（2 月 13 日-2 月 24 日）將有 10
天為陰雨天氣，洪水影響恐將持續至 3 月份。
秘魯的礦產資源非常豐富，據 USGS 資料顯示，2016 年秘魯銅產量達 230 萬噸，是全球第二大產銅
國，占全球產量 1940 萬噸的 11.86%。由於本次洪水災害的持續時間長，受災範圍廣等因素，多處
銅礦的生產均遇到一定影響。如利馬災區的 Antamina 礦，莫克瓜災區的 Quellaveco 礦，拉霍夫災區
的 Cerro Vered 礦等，根據上述礦所屬公司官網資料，累計影響銅產能超 119 萬噸，超過 2016 秘魯
全年產量的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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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目前尚未獲得公司所受影響的具體資料，我們按產能大致匡算其 1 個月的產量，其影響已達
10 萬噸級別，再疊加之前 Escondida 罷工導致 10 萬噸產量的減少，銅礦供給端已出現 20 萬噸的產
量隱患。在現如今銅供需緊平衡的條件下（安泰科預計 2017 年銅供給過剩 25 萬噸），我們預計接
連的超預期邊際影響因數將進一步抬升銅價。
2.彈性排序
彈性排序：雲南銅業，銅陵有色，江西銅業，洛陽鉬業，錫業股份，紫金礦業，西部礦業。
風險提示：下游需求不及預期。

石油化工：供應緊張推動瀝青價格上漲 50%
2016 年 12 月以來，重交瀝青上漲 50%。2016 年國內建築瀝青和 SBS 改性瀝青價格平穩，重交瀝青
從 12 月中旬開啟一輪上漲行情。以山東地區市場均價計算，至 2017 年春節前價格大漲 800 元/噸，
節後進一步上調 50 元/噸至 2550 元/噸，總體上漲幅度達 50%。
成本端：原油價格企暖回升。2016 年國際原油價格企暖回升，OPEC 和非 OPEC 年底達成約 180 萬
桶/日的減產協議進一步推動油價上漲。2016 年 12 月至今，布倫特原油現貨價格上漲 10.6%至 54.3
美元/桶。原油價格上漲為瀝青價格增長提供一定的成本支撐。
供給側：國內瀝青裝臵開工率下降，進口量大幅下滑，瀝青供給收縮。國內瀝青裝臵開工率呈現出
年中高、年初年末低的季節性現象。受部分裝臵檢修和霧霾天氣延遲原料供應的影響，國內煉廠瀝
青裝臵開工率從 2016 年 10 月份開始顯著下降 13 個百分點至 52%，瀝青產量相應下滑，2016 年 12
月僅生產 261 萬噸，較 10 月份減少 18.8 萬噸，降幅為 6.7%。
同時，由於韓國、新加坡煉廠加大燃料油生產，減少瀝青供應，我國瀝青進口數量從 2016 年 9 月
開始下滑明顯，進一步加劇國內瀝青供給緊張的狀況，瀝青庫存下降到低位。
預計 2017 年國內瀝青供需格局較為穩定，原油上漲有望推動瀝青價格上漲。供需方面，根據卓創
資訊資料，預計國內瀝青 2017 年產能達 4300 萬噸，遠超過國內需求，產能過剩狀況將持續，裝臵
開工率處於低位運行，下游新修公路里程維持穩定。成本方面，我們預計 2017 年原油均價水準有
望達到 55-60 美元/桶，較 2016 年上漲 20-30%，將對瀝青價格形成進一步支撐。
重點關注上市公司：瀝青價格上漲將利好國內煉化企業，建議關注高業績、低估值的上海石化
（2016 年瀝青產量 56 萬噸）、中國石化（2016 年瀝青產量 728 萬噸）、華錦股份（旗下控股盤錦
北方瀝青廠產能 100 萬噸）、寶利國際（擁有瀝青產能 160 萬噸，其中改性瀝青 60 萬噸，重交瀝
青 100 萬噸）、國創高新（擁有瀝青產能 73 萬噸，其中改性瀝青 70 萬噸，乳化瀝青 3 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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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提示：原油價格波動等。

基礎化工材料製品：染料進入漲價的通道，積極推薦相關標的
染料進入漲價的通道，積極推薦相關股票投資機會。受成本、環保、供需等多重因素影響，2 月 5
日，分散染料價格上漲。
分散黑 ECT 300%主流出廠價漲至 26 元/公斤，較上月報價 23 元/公斤上漲 3 元/公斤，漲幅 13%。我
們預計春節過後，下游印染行業開工恢復過程中，印染旺季的臨近，對染料形成新一輪剛需刺激，
染料價格有望反彈走高。另外行業龍頭浙江龍盛也於 2016 年底公佈將收回其分散染料部分專利，
我們認為此舉不僅能直接影響分散染料市場供應，同時也有望促進行業良性發展。積極推薦閏土股
份、浙江龍盛、海翔藥業、亞邦股份，按照當前染料價格測算，當前估值分別 15、16、22、16 倍
估值。
風險提示：染料價格下跌、宏觀經濟不景氣。

鋼鐵：一季度看好鋼鐵股
市場對 PPP 和供給側改革熱情和資料空窗期支援鋼鐵股一季度上漲。由 2016 年延續過來的供給側
改革熱度不減，講話的層次和口號也非常明確，會有一定效果，我們預計這個供給側改革甚至可以
延續到明年。
春季開工後看淡。2017 年鋼鐵需求下降 5 個點甚至更高。相比 2015 年固投增長 10.1%，房地產投
資增長 1%，而鋼材消費下降 6%，而我們預計 2017 年固投可能增長 6%附近，房地產投資下降 3-5
個百分點，鋼材消費下降 6%也是正常的 。
另外，2016 年固投增長 8.1%，房地產投資增長 6.9%，但實際上鋼材消費僅僅維持 0.5%的增長。此
外今年尚有 1000 萬噸產能投產，即使按照實際發揮 500 萬噸，產量減少加上產能增長相當於接近
4500 萬噸的產量消失，也就是說必須真實淘汰 4500 萬噸的實際產量的產能才可以，而我們預計這
個對應實際 4500 萬噸產量的產能可能高達 7000 萬噸。
新疆板塊今年投資大增。2016 年全國實際消費粗鋼 7 億噸，其中 60%用在了投資，約 4.2 億噸，去
年固投 60 萬億，每萬億固投對應 700 萬噸鋼材消費，因此我們預計今年新疆鋼材消費增量在 350
萬噸左右，考慮到部分鋼材新疆生產不了，實際上增量可能在 250-300 萬噸。
關注業績好且歷史表現穩定的公司，比如寶鋼股份、永興特鋼、大冶特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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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提示：政策風險。

傳媒：從經濟消費角度看教育，國家興則教育盛
隨著收入水準的提升和需求的多元化，服務型消費快速增長。在此背景下，我們預計教育產業將憑
藉政策紅利、人口紅利和需求紅利迎來爆發式增長。（1）借鑒國際與歷史資料，經濟增長與教育
產業的發展具有極強的正向關係。我國經濟經歷了高速發展 30 年，居民收入水準和消費水平均顯
著提升，伴隨而來教育需求的大幅提升、教育供給端資源的極大增長和產業品質的不斷提高。（2）
相對落後地區隨著經濟水準的提升和政策的相對傾斜，其教育產業發展則經歷著從 0 到 1 的跨越。
（3）多元化的需求助推了消費結構的優化升級，傳統消費逐漸轉向以服務消費為代表的新型消費，
拉動教育產業蓬勃發展。教育標的推薦：廣弘控股、方直科技、開元儀器、立思辰、全通教育、新
南洋。
風險提示：系統性風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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