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 3 月 16 日
大市導航
建材：供需兩端均超預期，水泥反彈有望延續
供給：環保高壓抑制產量釋放，期待去產能接力去產量。
京津冀及周邊地區水泥生產線錯峰限產基本將在 2017 年 3 月中旬結束，但持續的環保治理壓力或使得該區
域水泥生產線難以完全復工，尤其是 28 個大氣污染傳輸通道城市所涉及的水泥生產線。
目前國內水泥行業供給端收縮仍主要源自錯峰限產以及環保治理所帶動的“去產量”，但長期來看產能過剩
問題的解決有賴於真正的產能去化，內蒙古烏海水泥集團、遼寧水泥集團的成立/籌建對行業去產能的推進
有著較為積極的意義。
若落後產能定義擴大，32.5 等級水泥（包括 32.5R）完全淘汰將有利於緩解水泥行業產能過剩壓力。若後續
落後產能定義擴大至 2000t/d 及以下生產線，則全國水泥產能有望壓減約 5%；若後續全國完全取消 32.5 標號
水泥（包括 32.5R），產能過剩程度有望削減約 12.5%（單位水泥的熟料消耗量增加）。
需求：地產、基建投資超預期，水泥需求展望樂觀。水泥下游需求主要來自地產投資和基建投資，2017 年
1-2 月地產、基建投資均超預期。從我們跟蹤的水泥龍頭企業近期出貨量來看，近期下游需求情況表現較好。
作為水泥需求前瞻指標的房屋新開工面積增速提升明顯；在地產銷售增速持續高於投資增速的背景下，後續
地產存在補庫存預期，水泥需求展望樂觀。
庫存：庫容比處歷史低位，提價基礎堅實。全國水泥庫容比歷史低位（59.3%），供給端受制於環保壓力無
法全面釋放，而需求端表現積極，行業後續提價具備堅實基礎。
盈利：水泥盈利改善顯著，華北表現突。從盈利指標水泥煤炭價格差來看，截至 3 月 10 日全國均值同比增
長 45 元/噸。分區域來看，華北（+82 元/噸）、華東（+45 元/噸）、中南（+55 元/噸）、西南（+40 元/噸）、
東北（-2 元/噸）、西北（+28 元/噸），其中京津冀同比增加 112 元/噸，改善最為明顯。
投資策略：推薦冀東水泥（受益于京津冀污染傳輸通道持續限產，供給端釋放壓力小，前期前海人壽處罰事
件導致股價回檔幅度較大）、華新水泥（兩湖地區錯峰生產帶來業績彈性）、海螺水泥（低 PE 龍頭）、西
藏天路（西藏地區水泥持續供不應求）、天山股份（一帶一路、新疆地區固投規劃大幅增長）。
風險提示：煤炭等燃料成本上漲超預期；地產、基建投資增速超預期回落；供給收縮程度不達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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紡織與服裝：消費升級系列Ⅰ：時尚個性，“潮”服當興
潮服成為引領年輕人消費的新風向。潮牌——是融合了多種年輕人潮流文化元素的服飾類型，其發源於美國，
後逐漸傳入日本，在裡原宿地區發展壯大。進入 21 世紀以來，潮牌逐漸突破美國及日本，向更廣泛的國家
和地區傳播。潮牌擁有強調原創、符號化、規模小、跨界頻繁、品類相對單一、創始人個人特徵明顯等特點。
經營模式上，一般採取向部分明星發放，引發潮流趨勢，再進行饑餓行銷；跨界合作、邀請明星月臺、潮流
人物舉行活動等也是常用的行銷方式。銷售管道方面，主要通過買手店，品牌專賣店、網店等管道銷售。伴
隨著“潮文化”的流行，潮牌也逐漸開始從小眾走向大眾，成為一股強有力的消費力量。
潮牌在國內發展迅速，滲透率日漸提升。潮牌的範圍較難界定，進入中國也相對較晚，缺少明確的市場規模
數位。通過 I.T 在大陸地區的銷售粗略判斷，潮牌服飾在國內保持較快的增速。I.T 大陸地區 2008-2016 的
CAGR 高達 45%。儘管近兩年增速有所下滑，但仍保持約 15%的增長水準。新一線城市研究所的資料顯示，
北京為潮牌關注度最高的城市，潮牌的輻射半徑已經突破一線城市，向以成都、武漢等為代表的新一線城市
轉移，目前潮牌在國內的受眾主要以男性為主，男女性對於潮流品牌的認知度存在較大差異。Vans、
Supreme、New Balance 為國人關注度較高的品牌。同時，主打個性化、小眾化、蘊含各式潮流元素的服飾品
牌也開始在電商平臺走紅，2014-2016 年線上潮牌商品消費額占比及淘寶平臺出售“潮牌”商品店鋪數量均
保持穩健的增長趨勢。
潮牌在國內市場仍具有很大的提升空間。1）社會形態的轉變伴隨著認知及消費理念的轉移，個性化、差異
化、多元化的消費理念逐漸成為主流。2）明星效應是潮牌引爆市場的一個關鍵因素。當今資訊爆炸時代，
時尚潮流傳播曝光迅速，基於社交圈以及粉絲經濟由“明星作品”向“明星周邊產品”快速轉移。同時管道
愈發扁平化，代購、海淘等方式促進國外小眾潮牌的銷售。3）潮牌作為高街品牌，涉及了濃重的體育元素。
當前體育產業正處蓬勃發展期，滑板、衝浪等與潮流文化關聯度較高的項目將納入 2020 東京奧運會，預計
也將對潮牌在國內的發展形成催化。
建議關注：潮牌當興，通過整合海內外知名潮牌的 A 股上市公司將直接受益，建議關注精准投資優質標的，
致力於打造中國高級時裝集團帝國的歌力思；產品“潮”化、設計驅動、“盡享時尚”的優質品牌服飾公司
太平鳥；優質標的加持，大體育產業佈局領先的貴人鳥；擁有優質前端，善於行銷，在產品端逐漸發力，聯
名知名設計師走近時尚的海瀾之家。
風險提示：終端銷售低迷、品牌發展不及預期、並購整合不及預期、盜版等。

石油化工：OPEC 2 月減產資料分析
3 月 14 日，OPEC 發佈《3 月原油市場報告》，2017 年 2 月全球原油供應較 1 月繼續減少 21 萬桶/日至 9588
萬桶/日，其中根據二手資料來源（secondary sources）顯示，OPEC 較 1 月產量水準繼續減產 14 萬桶/日至
3196 萬桶/日。
OPEC 產量資料來源不一，2 月減產力度存疑。OPEC 產量資料兩種來源：（1）各國政府官方直接資料
（direct communication）；（2）根據市場上不同獨立資料來源得到的各國產量均值（secondary sources）。根
據月報官方直接資料顯示，2 月份沙特產量較 1 月大幅回升至 1001.1 萬桶/日，減產力度較 1 月降低 26.3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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桶/日，但仍在減產額度以內。受此影響，除伊朗外的十個 OPEC 減產國家 2 月份總減產量為 72.1 萬桶/日，
減產執行力度為 61.9%，相比 1 月份的 80.6 萬桶/日有所下降。而根據市場上的獨立資料來源顯示，2 月份以
沙特為首的減產國家共減產 128.6 萬桶/日，減產執行力度超過 100%，較 1 月減產力度繼續增大。其中，沙
特、伊拉克、阿聯酋和安哥拉減產力度最大，其較 1 月產量分別減少 6.81、6.20、3.69 和 1.82 萬桶/日。
上調非 OPEC 國家 2017 年原油產量預測。由於美國鑽機數持續增長以及加拿大油砂產量 2016 年 11-12 月大
幅增長，月報上調非 OPEC 國家 2017 年原油產量預測，預計 2017 年非 OPEC 國家原油產量將比 2016 年增長
40 萬桶/日至 5774 萬桶/日（上月月報預測增長 24 萬桶/日），其中上調美國原油產量 10 萬桶/日，預計 2017
年同比增長 34 萬桶/日；上調加拿大產量 8.7 萬桶/日，預計 2017 年同比增長 26 萬桶/日。
上調 2017 年全球原油需求。月報上調 2017 年全球原油需求 7 萬桶/日，預計 2017 年全球原油需求達 9631 萬
桶/日，同比增長 126 萬桶。原油需求上漲的最大動力主要來自以印度為首的其他亞洲地區，其次為中國和
OECD 美洲國家。原油需求上漲幅度大於供給，供需關係有望改善。
對於 2017 年油價，我們的觀點是：振幅收窄，震盪向上。我們認為 2017 年原油均價 55-60 美元/桶，較 2016
年有 20-30%的漲幅。支持油價上漲的理由：（1）全球石油公司資本支出連續兩年下降將影響原油供應。
2015 年上游資本支出下降 24%，2016 資本支出預計降幅在 20%以上，上游投入連續下降將從 2017 年下半年
開始影響原油產量。（2）OPEC 剩餘產能大幅下降。目前 OPEC 剩餘產能 1.7 億噸，較 2015 年下降 40%以
上。（3）美國葉岩油成本結構：成本在 40 美元/桶以下的葉岩油產量占 14%；成本在 40-60 美元/桶的葉岩
油產量占 58%；成本在 60 以上的葉岩油產量占 28%。可見，美國大部分葉岩油產量的成本在 50 美元（或以
上），油價上漲才是葉岩油複產的根本推動力。
重點關注上市公司：（1）低估值。華錦股份（煉化產業高景氣、彈性大）、恒逸石化（PTA 龍頭，價格彈
性大）、新奧股份（天然氣產業鏈）。（2）高彈性。洲際油氣（純油氣開採）、通源石油（小市值民營油
服、受益於北美油服市場復蘇）。
風險提示：原油減產協議執行後續乏力、原油價格回落、油氣開採資本支出繼續下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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