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 03 月 20 日

大市導航
石油化工：PTA 還能再破前高嗎？
報告背景。前期 PTA 價格在 PX 檢修、挺價、故障和原油上漲等多重預期下走出了一波上漲行情，
主力價格最高達到 5912 元/噸。尤其是在新年過後，市場在供應偏緊預期的影響下走出了這一波中
第二小波較明顯的漲勢。但是，近期 PTA 價格出現了一定的回落。這使得我們希望對回落原因和
後期走勢進行一定分析。
近期下跌原因分析。一、市場走勢部分透支了金三銀四的預期。二、挺價預期落空。三、擠倉預期
落空。四、PTA 工廠進行賣出套期保值。
PTA 後期走勢分析。綜合來看，後期 PTA 動態利潤上漲的潛在動能來源於裝臵故障、檢修和廠家
挺價的可能性，但實際影響可能有限。而 PX-石腦油價差有縮窄可能，PTA 老裝臵重啟和新裝臵投
產也會給 PTA 價格以壓力，因此正常情況下 PTA 可能走入較弱走勢，但由於下方空間有限，料
PTA 振盪為主。
風險提示：PTA 價格受系統性風險影響，尤其是原油價格波動風險和匯率風險。

農業：動物疫苗專題報告之二：上市公司梳理，重點關注生物股份、天康生物
我們近期對動物疫苗行業政策進行了梳理，核心結論如下：1）口蹄疫：亞洲 I 型退出免疫，A 型
將實現全國普免。口蹄疫亞洲 I 型的退出已經啟動，A 型的免疫也將鋪開，由於市場缺乏豬用 A 型
疫苗，我們認為蘭研所正在研發的豬用 O-A 疫苗從政策角度看應會加快推出進程；2）高致病性禽
流感：病毒複雜多變，防控形勢嚴峻。高致病性禽流感防控形勢依然嚴峻，除了對 H5 亞型實施強
制免疫，H7 亞型防控要求將會更高；3）豬瘟：逐步退出招標，市場規模將提升。豬瘟由於發病率
和致死率高，退出招標後仍將全面免疫，高質高價的市場苗將推動市場規模提升；4）高致病性藍
耳：逐步退出招標，不確定性較大。高致病性藍耳缺乏有效產品，取消招標後，面臨的不確定性很
大；5）布病：納入強制免疫，進行區域化管理。布病納入強制免疫後，重疫區的牛羊將全面免疫，
由於現有產品免疫效果差，生物股份新產品的推出有望迅速打開市場；6）小反芻獸疫：實施消除
計畫，2020 年非邊境地區達到無疫狀態。免疫計畫提出到 2020 年除了邊境免疫隔離帶以外，全國
達到非免疫無疫狀態，具體能否實現，還需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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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股份：規模客戶擴產、滲透率提升拉動口蹄疫需求。2016 年公司表現超過市場預期，整體利
潤增速達到約 30%。展望 2017 年，我們認為公司口蹄疫市場苗有望繼續保持快速增長。一方面規
模化養殖客戶的擴張將直接拉動對高端疫苗的需求；另一方面，口蹄疫市場苗的滲透率提升空間仍
大。我們預計公司 2017 年業績增速在 35-40%，當前 PE 估值 25 倍左右，建議重點關注。
天康生物：口蹄疫市場苗重出江湖，豬瘟、禽流感新品值得期待。公司口蹄疫市場苗生產線改造完
成，我們預計 2017 年產品一旦推出，有望實現 1-1.5 億銷售收入。此外豬瘟和禽流感兩個疫苗有望
新增收入約 1 億元。加上生豬養殖利潤穩定，則 2017 年總體利潤增速有望達到 20%，市場存在一
定預期差。當前 PE 估值 19 倍，建議積極關注。
中牧股份：主業穩健增長，改革仍在推進。2016 年公司三項主業都保持穩定增長，2017 年口蹄疫
市場苗仍是最受關注的品種。公司國企改革仍在推進中，主要可能在股權激勵和混合所有制改革兩
個方面有所突破。一旦體制機制得到突破，管理層利益更深入綁定，加上本身擁有良好的產品和較
強的研發和市場能力，未來業績增長有望更上一個臺階。
普萊柯：疫苗領域深耕細作，檢測業務快速佈局。公司 10 余項產品進入新獸藥註冊階段，我們認
為未來幾年業績提升將得到充分保障，看好其主業的長期成長性。此外公司積極佈局動物協力廠商
檢測業務。2016 年已完成 5 個省份實驗室佈局，預計今年還將繼續增加 10-15 個省份，佈局速度將
加快。未來檢測業務將逐步成為公司核心業務之一。
風險提示：政策執行力度不達預期，養殖業存欄大幅下降。

房地產：“行業 46 分化，開發商 28 分化” ——兼談北京限購升級
短期多地限購升級，短期抑制需求，中長期看供給提升力度
1）北京“一提一降”提高限購門檻。進一步提高了二套房貸最低首付款比例，普通自住房提高至
60%，非普通自住房提高至 80%；同時降低住房貸款期限，將原來最高可達 30 年的貸款期限降至
25 年。
2）多城市目前限購升級。除北京之外，近期河北涿州、保定淶水、杭州、張家口、南昌等城市都
不同程度加碼限購政策。
目前整體限購城市達到 34 個。
現階段怎麼看：基本面越好，政策面越差，但因城施策不會改變
1）當前行業存在過熱，政策不會放鬆。從投資和市場需求兩端看，17 年開局均表現超市場預期，
表現為過熱情緒。按照海通房地產四項限分析框架看，目前處於房價，投資增速均保持上升趨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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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升區域。一旦行業處於該位臵基本面越好，政策面越差是趨勢。經濟穩定帶來政府有更大調控空
間。
2）城市差異和投資整體處於歷史低位造成因城施策取代全國性調控。與此前多輪調控相比，本輪
調控最大區別在於：1）經濟增速背景有所不同；2）不同類型城市表現差異明顯。以上兩點因素造
成，因城施策取代全國性調控。未來怎麼判斷：“行業 46 分化，開發商 28 分化”。
1）行業 46 分化。考慮因城施策的政策本質，政策差異性還將持續。預計占銷售面積比在 40%左右
熱點城市將繼續加強各類限購和調控。其他占成交 60%左右的三四線城市（尤其在重點城市圈內，
具備需求承接能力的衛星城）預計還會繼續貫徹去庫存的優惠政策。不同類型城市基本面將出現明
顯差異。
2）開發商 28 分化。我們認為不是所有開發商在 2017 年都會有靚麗表現。市場集中度提高，強者
恒強和錯位競爭會造成 2017 年開發商 28 分化。藍籌開發商在 2017 年競爭優勢會更加明顯。此外，
1H 有效去庫存企業全年均有望占優。從目前行業梯度情況看，1-2 月銷售額前三強達到平均 800 億
規模，而 4-10 位只有 230 億。第 100 位企業僅 12.6 億。市場表現差異巨大。
投資建議：截至 2016 年 3 月 17 日，A 股市場動態（TTM）PE 在 25.93 倍，房地產板塊動態（TTM）
PE 在 21.23 倍。
短期影響投資心態，但對價值股行情影響有限。建議堅定銷售邏輯，看好基本面行情。看好：1）
3000 億衝擊 5000 億企業；2）衝擊和維持 1000 億以上企業：保利地產、招商蛇口、華夏幸福、新
城控股、藍光發展、濱江集團、首開股份。3）年報預增類：世聯行、粵泰股份、三湘印象。
風險提示：行業存在繼續調控風險。

策略：地產新政無礙春季行情
核心結論：①股市和房市的關係一是基本面正相關，二是資金面負相關，2012 年以來負相關主導。
貨幣未系統性收緊，地產因城施策無需擔心。②春季行情邏輯是資料改善、政策友好，上半年是進
二退一震盪市，資料繼續好轉，春季行情繼續，4 月中關注政策緊的壓力，如去杠杆和中美貿易摩
擦。③A 股進入二維投資時代，消費升級+主題週期+價值成長，短期重視高分紅類股，尤其央企。
春季行情仍在路上。①本輪春季行情繼續，地產政策緊未必是利空。3 月上半月投資者一直有兩大
擔憂：一是 3 月美聯儲加息利空 A 股，二是兩會結束後經濟貨幣政策或趨緊令市場受挫，上周兩
大利空逐步落地，A 股港股美股均上漲，兩大利空都不足慮。3 月 17 日北京房市政策再收緊，提高
首付比例，且認貸又認購，廣州等城市也出臺偏緊政策。我們認為，這點無需太擔憂，地產政策偏
緊對股市未必是利空。股市和房市間有兩個傳導路徑，一是基本面正相關，二是資金面負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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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以來，兩者基本面的正相關已經小於資金面的負相關，所以房市和股市間蹺蹺板效應增強。
②上半年是進二退一的震盪市，二季度注意國內外政策面干擾。行情的結束有兩個路徑：第一，資
料變差，第二，政策變緊，而且春季行情都有輪漲的特徵，4 月是行情選擇方向的視窗。展望未來，
需待 4 月中旬前後一季度資料及政策面動向，目前政策面干擾主要有國內去杠杆和中美貿易摩擦。
投資步入二維時代。①週期和消費從輪動走向共生。回顧歷史，週期與消費輪漲特徵明顯，如 0607 和 09 年牛期間週期行業領漲，08 年熊市中消費跌幅小，就在“週期進攻、消費防守”已潛移默
化成為投資者共識時，16 年以來市場將這一共識打破，漲幅居前的行業既有家電、食品飲料等消
費行業，也有建築、建材等週期行業。週期股單純從經濟好轉角度找高貝塔的舊邏輯已經水土不服，
因為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只是小幅改善，需求端的邏輯有天花板，需結合供給端或政策主題。
消費股已不是簡單防禦品種，收入水準上升和人口結構變化是消費升級的根本動力。②價值和成長
走向融合，價值型成長。
從 13 年開始中小創不斷走牛，市值小、概念強的個股受到熱捧，主要是因為兩個制度紅利：一是
並購政策鼓勵上市公司外延擴張，二是對 IPO 發行數量控制。14-15 年看風口、博彈性時代已經過
去，成長股從以前炒概念走向看業績。
應對策略：步步為營，穩中求進。①步步為營，跟蹤政策和基本面變化。今年上半年延續去年 1 月
底以來中樞抬升的進二退一式震盪格局，16 年上半年 2638-3100-2800 點，下半年 2800-3300-3000 點，
半年時間震盪中樞抬升近 200 點。春季行情變化一般源於基本面改善被證偽或政策面變緊，當前巨
集微觀基本面資料良好，春季行情進入進的第二階段。②消費升級+主題週期+價值成長，短期重視
高分紅類股。1 月底 2 月初我們提出春季行情後，建議以消費類價值股為底倉，用一帶一路、國企
改革來進攻，《輪動到成長-20170226》提出春季行情輪漲到成長，並與行業分析師合作構建 12 只
績優成長股。
行業演繹至此，建議均衡配臵，A 股已經進入二維投資時代，消費升級+主題週期+價值成長。
風險提示：經濟增速下滑、貨幣政策收緊、特朗普新政不及預期。

家用電器：空調景氣維持高位，龍頭估值有待提升
空調景氣維持高位，龍頭估值有待提升。產業線上發佈空調 17 年二月份資料，結合一二月看，銷
量同比增長 40%，其中內銷同比增長 86%，外銷同比增長 14%。行業景氣度維持高位，龍頭估值仍
低，推薦格力電器（預期差及估值差帶來補漲空間），美的集團（T+3 全面推行競爭優勢突出），
關注海信科龍（盈利持續改善）。
風險提示：需求不及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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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媒：推薦院線板塊 遊戲關注補漲股
短期關注院線股，4 月《速度與激情 8》有望帶動票房：推薦中國電影、上海電影。同時關注 IP、
遊戲估值低、前期滯漲公司：中文傳媒、帝龍文化、捷成股份。中長期看好教育和傳統媒體：世紀
鼎利、立思辰、廣弘控股、南方傳媒、長江傳媒。
風險提示：傳媒板塊系統性風險；中國 A 股回檔風險導致估值下降。

有色金屬：有色投資需要“強勁”
有色投資需要“強勁”。3 月 FED 加息後有色板塊並未出現此前預期的猛烈上行（利空出盡），其
緣由還是市場擔憂經濟可持續性。
回顧 2016 年鋅走勢，全年鋅價震盪上行，期間出現不少尷尬時刻：16 年初權威人士“L”型言論，
年底金屬價格上漲但股價不漲。在主升浪前多數情況是力不從心，但質變往往出現在市場麻木無奈
之時。
商品很純粹，影響價格根本是供需。大趨勢看，加息頻次越高，越說明經濟好於預期；正如 FED
紀要顯示美國就業繼續增強，經濟活動溫和擴張：企業固定投資有所增強，通脹正向 2%長期目標
靠攏。其次，2 季度是傳統下游需求旺季，3 月之後庫存預計快速下降（過去三年季節性規律明
顯）。
因此，我們堅定看好以銅為首基本金屬；小金屬堅定看多鈷（主升浪）和鈦（下一個鈷）。除此之
外，重點關注金誠信，邏輯清晰：1）員工持股價附近，2）盈利能力強，3）一帶一路優質標的：
擬收購非洲在產銅礦增厚利潤。
風險提示：中國 A 股回檔風險導致估值下降。

免責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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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在香港自由兌換，閣下可能無法在閣下所選定的時間兌換人民幣及／或兌換閣下選定的人民幣金額。人
民幣匯率波動可能導致閣下於兌換人民幣為港幣或其他外幣時蒙受虧損。
本檔中所載任何價格或水準僅屬參考而已，可能因應市況變動而有所變化。本行概不就因使用此等市場資料
而產生的任何直接、間接或相應損失承擔任何責任。證券價格可升可跌，甚至變成毫無價值。買賣證券未必
一定能夠賺取利潤，反而可能會招致損失。海通國際證券及本集團的關聯公司、其高級職員、董事及雇員將
不時於本文件中提及的證券或衍生工具（如有）持有長倉或短倉、作為主事人，以及進行購買或沽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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