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 04 月 07 日

大市導航
航空航太與國防：無人機顛覆未來戰爭規則
未來戰爭無人化是大勢所趨。美國國家科學委員會曾預言，21 世紀的核心武器是無人作戰系統。
無人系統在美軍作戰任務中發揮的作用日益突出，已成為美軍裝備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2015
年發佈的中國國防白皮書《中國的軍事戰略》亦明確提出，世界新軍事革命深入發展，武器裝備遠
端精確化、智慧化、無人化趨勢明顯。
美國軍用無人機研製能力領跑全球，擁有眾多一流的軍用無人機製造商。美國無人機系統處於世界
領先水準，種類繁多。美軍既有戰略、戰役及戰術等試用不同指揮層級的無人偵察機，也有中繼通
信、電子對抗、攻擊及作戰等不同功能的無人機。2015 年《互聯網週刊》披露的全球軍用無人機
企業排名中，六家美國無人機製造商躋身前十，彰顯美國軍用無人機製造商強勁的全球競爭力。
中國軍用無人機發展迅速，已建立起產學研結合的研發體系。經過多年發展，中國軍用無人機研發
體系日趨成熟，建立起產學研有機結合的研發模式，成功研製出多款產品以滿足不同軍事需求。中
國無人機產業已初步形成以軍工企業、科研院所為骨幹，高等院校、民營企業等力量積極參與的研
發體系格局。
無人機已納入我國國防和軍隊發展規劃，軍佇列裝前景值得期待。在 2014 年 9 月 25 日的國防部例
行記者會上，國防部新聞發言人表示，“無人機技術是影響未來戰爭的關鍵技術之一，無人機力量
日益成為各國新型軍事力量建設發展重點，無人機已經在近幾場局部戰爭中投入實戰運用。無人機
作為我軍空中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按照國防和軍隊發展規劃，正在有計劃、有步驟地向前推進，
目前尚處在全面發展的初始階段。”我們認為，當前我國國防資訊化建設步伐不斷加快，無人機是
國防建設的重點投資對象之一。
全球軍用無人機市場蓬勃發展，我國無人機出口前景廣闊。據英國《簡氏情報評論》預測，全球軍
用無人機市場規模將迅速擴大，在 2024 年前將達到 100 億美元。預計未來 10 年，無人機年增速為
5.5%。2017 年 2 月 20 日瑞典斯德哥爾摩和平研究所公佈的《全球武器交易報告》顯示，中國已成
為當今世界第三大武器供應國。目前，我國已有多款軍用無人機出口至十餘個國家，在國際市場上
具有一定的競爭力，出口型號主要包括彩虹-3、彩虹-4 以及翼龍無人機。據美國蒂爾集團預測，中
空長時無人機占 2014 年至 2023 年全球軍用無人機市場份額的比重約為 33%，占比最大。我們認為，
彩虹和翼龍均為中空長航時無人機，產品的市場空間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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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建議：我們認為，在軍事需求拉動和技術進步推動雙重作用下，中國軍用無人機產業將迎來高
速發展期，我們看好軍用無人機產業鏈相關上市公司的發展前景，建議關注相關上市公司，航太電
子（600879）、南洋科技（002389）、宗申動力（001696）和威海廣泰（002111）。
風險提示：軍用無人機列裝存在不確定性；技術開發風險。

傳媒：傳媒再思考：彎道超車難覓，優質資源+多元管道方為核心驅動力
單一 IP 超車困難，資源型公司有望持續盈利。受到 2015 年 IP 火熱局面的驅動，2016 年新上映的
國產 IP 電影達到了 96 部，是 2015 年 29 部的 3 倍。但品質分化明顯，部均票房不足 2015 年的三分
之一。另外，中國 90%以上收入依靠電影票房收入，來源單一，IP 衍生業務開發明顯不足，未形成
長尾效應。其實，IP 只是影視劇前期的“原材料”，而優秀的團隊才是開發出 IP 潛在價值，最大
程度實現 IP 變現的關鍵。在單一 IP 產出下滑、爆款難覓的趨勢下，依賴單一 IP 彎道超車的模式將
難以複製，彙聚團隊、資金、內容等方面豐富資源的公司才有望持續盈利。未來擁有大量自有貨幣
資金的公司，將更容易通過外延並購，進行產業鏈的擴張和整合，完善的內容矩陣體系才是持續盈
利的保障。
單一管道盈利困難，長遠發展需優質內容支撐。目前傳統電視媒體觀眾老齡化嚴重，傳統媒體觀眾
轉移向新興媒體已是不可逆轉的趨勢。根據 CSM 媒介研究，2015 年人均每日收看時間為 156 分鐘，
相比 2011 年的 166 分鐘下降了 10 分鐘，下降幅度明顯。另一方面，當前數位化媒體市場已經進入
了成長期，但無論是線上視頻行業還是新興的直播行業，盈利狀況都不容樂觀。國內優質電影資源
匱乏，2016 年全年票房 457.12 億，相較 2015 年 440.69 億票房同比增加 3.73%，票房增速放緩停留
在個位數，創 10 年新低。同時，線上視頻採購內容昂貴，直播平臺內容低質化同質化嚴重。管道
與內容無法有機結合或許是行業目前面臨的最大問題，目前各管道鋪設已經基本完成，後續仍需大
量優質內容的填充才能真正支撐起各管道公司的長期發展。
管道結合資源，構建泛娛樂生態圈是關鍵。傳統管道遇冷下用戶流失的現狀無法逆轉，新管道崛起
背景下公司盈利仍然艱難。因此，管道加優質資源才是未來發展的核心競爭力。例如，騰訊的微信
和 QQ、阿裡的電商、百度的搜索導流為自有管道提供了規模級的流量入口，在優質內容和大量資
金投入的支持下，爭先構建泛娛樂生態圈。除了強大的 BAT 陣容外，國內部分優秀的上市公司也
在謀求多管道發展，以及線上線下的同步佈局。光線傳媒收購貓眼即是“內容+管道”的重要佈局，
萬達院線戰略投資時光網，打通線上線下資源。
投資邏輯及標的推薦。內容方面，我們推薦具有強大製作團隊、資金支援和 IP 內容矩陣的全內容、
資源型企業：完美世界、慈文傳媒。管道方面，我們認為多元化管道加優質資源才是未來持續盈利
的關鍵。推薦：萬達院線、光線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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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提示：大盤系統性風險；公司新項目佈局可能低於預期；優質內容生產不及預期。

紡織與服裝：不懼調整，強調確定性投資邏輯
基於經濟、市場環境，年初便定調我們的選股邏輯在於確定性，今年更加關注投資的風險收益比。
上周市場出現震盪，前期活躍的次新股也出現了明顯回檔，在此背景下，我們強調確定性的四條投
資邏輯，無懼調整，反而應該在調整中尋找確定性收益的標的。
1、紡織板塊景氣度有望超預期
近期市場被消費升級眼球吸引，紡織板塊被忽視。16 年我們認為棉紡是唯一自上而下景氣反轉的
子板塊，年初我們進一步判斷 17 年紡織景氣度仍將維持。近期，我們發現紡織景氣度可能超出我
們的預期。2016 年儘管棉花價格迎來拐點且大幅上漲，但因穩定的大客戶關係、前期訂單鎖定、
低成本屯棉、終端相對低迷等原因，龍頭紗企提價幅度有限且滯後。17 年以來，棉價維持在高位，
海外尤其美國經濟回暖，下游品牌開始補庫存；且伴隨著棉價仍有向上預期，量價雙升趨勢開始出
現。紗企龍頭已於一季度不同程度的提價。
不同於市場對棉價的反彈判斷，16 年海通紡服是堅定看棉價反轉的團隊，並預期 17 年棉價前低後
高震盪向上。高位棉價仍將利好資金、規模優勢的龍頭企業，淘汰落後的中小企業產能，形成自動
供給側出清；且今年提價幅度有望超過 16 年。綜上，17 年紡企龍頭受益程度有望超出我們此前預
期。建議重點關注新野紡織、華孚色紡、百隆東方高彈性業績，以及絕對收益的聯發股份和魯泰 A。
2、關注價值投資升溫背景下的龍頭估值修復
我們通過對 H 股紡服板塊梳理發現，（1）港股投資者更看重製造龍頭穩健的增長和確定的分紅，
零售品牌沒有明顯的溢價。（2）港股對大市值的白馬龍頭會給予更高的估值溢價；（3）龍頭 PEG
基本在 1 左右，這對 A 股估值也是重要的參考。
相比之下 A 股紡織服裝龍頭估值普遍低於板塊平均，長期來看存在估值修復的價值投資機會。在 A
股市場投資趨於理性，價值投資升溫的背景下，綜合考慮估值、股息率、PEG、市值以及現金充裕
度等多維指標，我們建議關注海瀾之家、魯泰 A、航民股份、聯發股份、奧康國際等標的。
3、關注產業鏈延伸及新模式變革的真成長個股
基於主業領域的產業鏈延伸、順應趨勢的新模式變革仍將是紡織服裝板塊未來的重點發展方向，建
議關注真成長類的個股，下跌即配臵良機，包括跨境通、歌力思、美盛文化等。其中歌力思是消費
升級和回暖的核心受益標的，美盛文化代表蓬勃發展的新興衍生品消費升級。
4、關注漲價和國企改革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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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以來我們建議關注航民股份的提價行情，漲勢良好。年初至今染料提價 20%左右幅度，未來仍
有提價空間；今年廣東、福建等地的印染產能大範圍關停整頓，必將傳導到蕭紹地區的印染龍頭。
因此，建議關注航民股份。我們認為國企改革是貫穿 17 年的大主題，推薦申達股份和新野紡織。
申達股份的汽車內飾產業鏈佈局將受益集團“國際化”戰略，未來業績增長穩健且持續，且長期具
有上海紡織集團資產注入預期。新野紡織受益棉花漲價、產能釋放，近兩年業績高速增長，17 年
動態市盈率不足 20 倍，7 月份定增解禁，並且具有一定的國企改革預期，近期建議重點關注。
風險提示：終端需求下滑、補貼政策改變、產能擴張不及預期、棉價波動等。

建材：雄安主題投資持續發酵，冀東水泥、金隅股份成為水泥新龍頭
雄安主題投資持續發酵，冀東水泥、金隅股份成為水泥新龍頭，建議關注華北相關建材龍頭：1）
冀東水泥、金隅股份成為水泥新龍頭。上週末雄安新區橫空出世，成為繼深圳經濟特區和上海浦東
新區後又一全國意義的新區。建材（特別是水泥）是該主題下受益邏輯相對清晰且確定的板塊。我
們測算雄安新區建設帶來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量有望大幅拉動區域水泥需求，京津冀龍頭冀東水泥、
金隅股份最為受益，其次毗鄰地區河南水泥龍頭同力水泥亦是受益標的。2）此外，建議關注華北
相關建材龍頭公司（如北新建材、東方雨虹、韓建河山、嘉寓股份等）的主題投資機會。
風險提示：投資超預期下滑，房地產持續低迷。

傳媒：教育板塊觀點：概念炒作氣氛褪去板塊震盪為主
教育板塊觀點：概念炒作氣氛褪去板塊震盪為主，資金更關注企業價值提升，配臵上仍然比較謹慎
第一季度到現在，板塊整體呈震盪走勢。教育板塊近期大的催化劑較少，新的並購事件不多。機構
配臵上比較謹慎，關注基本面上業績提升和真正有價值的投資並購。板塊估值部分仍然較高，預期
短期仍然有壓力。從長期看，部分標的轉型較早，在自有業務上具有一定的積累，成長性初步體現
的標的，我們認為可以擇時佈局。可關注：開元儀器、世紀鼎利、威創股份、立思辰、百洋股份等。
風險提示：系統性風險。

有色金屬：雄安新區，用銅幾何？
1. 雄安新區，千年大計。4 月 1 日新華社報導，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通知，決定設立河北雄安新
區。雄安新區的設立重要意義有兩個：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和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不同於深圳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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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和浦東新區成立於改革初期的時代背景，且擁有獨特的區位優勢；雄安新區的設立正處於經濟新
常態時期，且位於內陸地區，它的設立對思考我國未來經濟發展路徑更具有一般性的意義，因此是
“千年大計、國家大事”。
雄安新區規劃範圍涉及河北省雄縣、容城、安新 3 縣及周邊部分區域，地處北京、天津、保定腹地。
新區規劃建設以特定區域為起步區先行開發，起步區面積約 100 平方公里，中期發展區面積約 200
平方公里，遠期控制區面積約 2000 平方公里。
2. 新區銅需有幾何。雄安新區的設立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那它的發展潛力有多大呢？對於有色板
塊的來說又有多少投資機會呢？以銅為例，我們分析一下新區設立對銅需求的影響。
雄安新區的最終控制面積將達到 2000 平方公里左右，這是個遠期的發展計畫。與雄安新區相似的
濱海新區，其開發情況是估計雄安銅需求一個較為適合的參照物。濱海新區面積 2270 平方公里，
2005 年被寫入“十一五”規劃，成為國家重點支持開發開放的國家級新區至今已有 12 年。濱海新
區無論是面積還是建設時間，都與雄安較為相似。
濱海新區 2005 年至 2015 年固定資產投資額合計達 35208.38 億元。根據中國區域經濟學會秘書長陳
耀的說法，從週期來看，雄安新區起步區的建設從動工到完成需要 10 年左右的週期，完全建成
2000 平方公里的遠期控制區需要 20 年，參照濱海新區 11 年間的投資額，數字相當可觀。
基礎設施建設是銅消費的重要領域，尤其是在軌道交通、電力設施等投資領域，銅的消費強度明顯
高於一般投資，預計基建對於銅需求的拉動作用將持續，近年來銅下游基建投資占比均超過 50%。
將基建用銅量與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進行對比，近 5 年來平均 1000 億元固定資產投資用銅
約為 1.15 萬噸，雄安初期規劃 100 平方公里，假設 10 年建成，參考濱海新區年均投資額，未來 3
年雄安新區基建新增約 11.5 萬噸銅。
3. 新區建設，交運先行。在新區設立之前，2016 年 12 月發改委就已經批復京津冀地區城際鐵路網
規劃，初步估算投資約 2470 億元，總里程約 1100 公里，其中涉及雄安新區的安新縣和雄縣的白溝。
按規劃，在 2020 年，基本實現京津石中心城區與周邊城鎮 0.5~1 小時通勤圈，京津保 0.5~1 小時交
通圈；遠期到 2030 年基本形成以“四縱四橫一環”為骨架的城際鐵路網路。根據這兩個時間點，
我們認為該規劃與新區建設是可以相互配套的。
風險提示：新區建設不及預期，下游需求不及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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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亦不就其準確性或完整性承擔任何責任。本檔內表達之所有意見均可在不作另行通知之下作出更改。本
檔純粹用作提供資訊，當中對任何公司或其證券之描述均並非旨在提供完整之描述，而本檔亦並非及不應被
解作為提供明示或默示的買入或沽出投資產品的要約。本檔所提到的證券或不能在某些司法管轄區出售。
海通國際證券集團或任何其董事，雇員或代理人在法律上均不負責任何人因使用本檔內資料而蒙受的任何損
失(無論是直接，間接或相應的損失)。本檔只供指定收件人使用，在未獲海通國際證券事先書面同意前，不
得翻印、分發或發行本檔的全部或部分以作任何用途。
本檔中提到的投資產品可能不適合所有投資者，投資者自己必須仔細考慮，自己的財務狀況、投資目標及有
關投資是否適合閣下。此外，謹請閣下注意本檔所載的投資建議並非特別為閣下而設。分析員並無考慮 閣
下的個人財務狀況和可承受風險的能力。因此，閣下於作出投資前，必須自行作出分析並（如適用）諮詢
閣下的法律、稅務、會計、財務及其他專業顧問，以評估投資建議是否合適。
如果一個投資產品的計價貨幣乃投資者本國或地區以外的其他貨幣，匯率變動或會對投資構成負面影響。過
去的表現不一定是未來業績的指標。某些交易（包括涉及金融衍生工具的交易）會引起極大風險，並不適合
所有投資者。人民幣計價股票的二手市場可能未必活躍，閣下或需承受有關的流通量風險。由於人民幣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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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