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 03 月 02 日

大市導航
電腦與週邊設備：抓緊兩條主線，選擇兩個維度
電腦板塊部分公司估值業績匹配，成長無憂，同時全球電腦行業景氣旺盛，對於目前的 A 股電腦
企業來說，正是尋找好方向低估值品種的投資機會。目前電腦整體對應 17 年估值水準不到 40 倍，
一些符合產業大方向、真成長有業績的低估值品種其投資價值將逐漸顯現。
金融支付、IT 安全/自主可控兩條主線佈局
支付行業政策不斷，監管在逐漸趨緊，行業慢慢趨向規範健康快車道，支付也在逐漸與消費以及金
融相融合。而消費金融在質疑聲中快速增長，預計 17 年進入加速放量階段，相關佈局公司受益明
顯。建議關注（漲幅少的靠前）：新大陸、康耐特、奧馬電器、二三四五等。IT 安全行業增速提
升，17 年政策催化將更為明顯，新需求不斷，自主可控放量在即，看好啟明星辰、中國軟體、中
科曙光、浪潮資訊、太極股份等龍頭企業。
穩健與彈性兩個維度選股
一方面，從穩健收益角度考慮，估值底清晰，內生增長穩健的中大白馬是配臵的重點，如銀信科技、
新北洋、廣聯達、新大陸等。15 年以來 QFII 對電腦的配臵比例則逐步上升是最好的例子，多為海
康威視、啟明星辰等低估值、子行業高景氣且公司屬於產業龍頭的優質白馬。另一方面，從彈性的
角度看，部分優質次新股在經過適當回檔後也值得佈局，可以博一個訂單落地、業績釋放的預期，
如萬集科技、熙菱資訊等。
風險提示：系統性風險。

食品：國內運動營養市場規模小、空間大，龍頭品牌競爭優勢突出
事件：3 月 1 日-3 日，2017 第四屆中國（上海）國際健身、康體休閒展覽會在世博展覽館舉辦，來
自全球多個國家及地區的約 200 家展商入駐，其中包括 Muscletech、湯臣倍健、GNC、康比特等多
個行業知名品牌，我們也實地走訪了此次行業盛會，並感受到了運動營養行業在國內從導入期逐步
走向快速成長期，行業關注度和參與者數量顯著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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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逐步步入快速成長期，市場空間大。根據 Roland Berger 2016 年 5 月發佈的關於運動營養產品
及體重管理產品的行業研究報告，2015 年北美運動營養產品的市場規模為 69 億美元，預計 2020 年
將達到 105 億美元，複合增速為 9%。具體產品類別中，蛋白粉的市場規模為 48 億美元，且增長非
常迅速，預計 2020 年上升為 77 億美元，複合增速達 10%。2015 年中國運動營養產品的市場規模為
1.4 億美元，預計 2020 年將上升為 3 億美元，複合增速達 15%。與北美市場相比，國內運動營養市
場規模小，發展空間大，隨著消費者健康意識的加強以及健身產業鏈的發展，我們認為行業未來五
年實現 15%的收入增速值得期待。
西王食品：收購海外運動營養強勢品牌，2017 年起有望快速發力。Kerr 原來在國內的銷售主要靠盈
奧獨家代理，其中超 80%比例為線上銷售，運營品牌少且宣傳投入不足，但憑藉 Muscletech 強大的
品牌力實現了快速增長，我們判斷 2016 年國內銷售額約 2 億元。西王食品收購 Kerr 後，將新增開
拓線下健身房市場，組建專業銷售團隊進行線下推廣，加大行銷力度。此外在產品方面，公司也將
引進更多品牌，通過線上線下多管道進行銷售。我們判斷在自身強大品牌力以及行銷能力的帶動下，
未來收入有望實現持續快速增長。
金達威：全產業鏈佈局海外保健品+獨家簽約冰雪賽事運營。1）以前公司主要做食品營養強化劑如
輔酶 Q10、VA、VD3 等 B2B 產品，自 2015 年開始公司在推出自有終端保健品的同時，通過收購的
方式不斷佈局海外保健品業務，逐步轉型 B2C。我們認為隨著公司收購的海外公司的平穩過渡，未
來將與公司原有業務體系形成更為緊密的互補及協同關係，預計 2017 年保健品子公司收入、利潤
將較快增長。2）公司控股子公司金達威體育於 16 年 12 月與國家體育總局獨家簽約國內冬季運動
系列賽商務運營權及媒體版權，此次簽約之後，金達威體育將成為國內運營冬季賽事項目最多、場
次最多、版權最多、週期最長的體育文化傳媒公司。近年來國家非常重視冰雪產業的發展，賽事商
務運營及版權價值愈發凸顯，我們認為金達威體育此次簽約後有望獲得可觀盈利，並有利於借此平
臺為保健品業務擴大宣傳。
風險提示：行業競爭加劇，產品市場推廣不達預期。

傳媒：影視股大漲，再次印證板塊輪動下影視院線股投資邏輯
海通傳媒曾經提示重視板塊輪動機會，關注低估值（低 PE、PEG）、回檔多、增速高的影視院線
板塊：1）2016 中國電影市場表現不佳，估值達到低谷；2）近期海外進口大片帶動電影市場回暖，
諒解備忘錄到期進口片或開放，進一步撬動票房；3）院線集中度提升，龍頭公司並購整合加速，
產生馬太效應。重點推薦：上海電影、中國電影、萬達院線、長城影視、光線傳媒、慈文傳媒、華
策影視。
風險提示：系統性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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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色金屬：鈦行業全線上漲，航空鈦材需求或加速迎接行業春天
1. 國際鈦白粉巨頭聯合提價。
2016 年 10 月 25 日，國際鈦白粉巨頭亨斯邁集團宣佈，在全球範圍內上調鈦白粉價格，生效期為
2017 年 1 月 1 日或合同允許的期限。歐洲每噸上漲 150 歐元或 160 美元；亞太地區，非洲、拉丁美
洲和中東每噸漲 160 美元；北美地區每磅漲 0.07 美元。
2. 國內環保督查致多家企業停產，鈦白粉供給短缺。
2016 年 8 月，根據《G20 峰會浙江省環境保障工作方案》要求，杭州半徑 300 公里範圍內將進行嚴
格管控，具體停工時間為 8 月 26 日至 9 月 6 日。環保因素改變了一些市場供需面的格局，南京鈦
業、江蘇鎮鈦等停工，另有西南部分廠家開工不穩定，市場整體開工率下降到 65%，供給不足加上
國際鈦白粉價格上漲導致國內鈦白粉價格連續上漲，2017 年 2 月 28 日國內鈦白粉價格已漲至
17500 元/噸，較 16 年同期上漲 54.87%。
3. 鈦白粉價格漲勢向上游傳導，國內外鈦精礦價格持續上漲。
作為鈦白粉的主要原材料，鈦白粉價格上漲向上游傳導致鈦精礦價格不斷上升。2016 年年初鈦精
礦價格觸底，澳大利亞鈦精礦價格跌至 700 元/噸，國內 480 元/噸。4 月以來國內外市場開始呈現回
暖態勢，價格開始反彈並一路上漲。2017 年 2 月 27 日最新報價顯示，澳大利亞鈦精礦價格已漲至
1500 元/噸，國內價格漲至 1650 元/噸，較 16 年初底部價格漲幅分別為 114.29%和 243.75%。鈦精礦
價格大幅上漲，除下游鈦白粉需求旺盛連續漲價，對鈦精礦漲價形成有力支撐以外，還受益於環保
措施趨嚴，主產區攀枝花釩鈦高新技術區企業因環保不達標被停產整治，行業供需格局有所改善。
4. 原材料價格上漲，海綿鈦生產成本上升。
由於原材料鈦精礦價格上漲，海綿鈦生產成本上升，自 2016 年 5 月以來海綿鈦價格也開始持續上
漲。最新報價顯示，目前國內海綿鈦價格已漲至 54000 元/噸，較 2016 年初底部價格 46000 元/噸上
漲 17.39%。由於海綿鈦價格變化相對於原材料鈦精礦存在一定滯後性，預計短期內海綿鈦價格還
將進一步上漲。且海綿鈦價格已長期處於底部，撫順鈦廠、天赫鈦業等大廠均已關停，供給收縮將
改善供需面，利好海綿鈦價格。
5. 鈦材下游消費結構：航空航太領域占比增加，預期提升高端鈦材需求。
2015 年我國鈦材在航空航太領域的消費量為 6862 噸，同比大幅增長 41.16%，但其在我國鈦材總消
費量的占比僅為 15.70%，仍存在巨大的提升空間。民用飛機方面，中國商飛公司 C919 國產大型客
機計畫於 2017 年一季度首飛，首架機已於 2016 年 12 月 25 日交付試飛中心。截至目前，C919 大型
客機訂單數已達 570 架，按每架 C919 的鈦材用量為 3.92 噸來計算，未來將會為航空鈦材領域帶來
2234 噸需求增量，預計行業爆發在即。軍用飛機方面，在目前國際局勢下，中國軍費支出占 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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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重不斷增加，空軍逐步裝備第四代軍機包括運-20、殲-20 等，預計軍用鈦材需求也將大幅提升。
海綿鈦主要用於加工成鈦材，隨著航空用高端鈦材需求增加，預計對海綿鈦原料的需求也會進一步
提升。
風險提示：鈦價波動風險；市場風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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