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 05 月 04 日

大市導航
消費升級原因及對國產化的推動
核心結論：①這次消費升級以三四線城市為首，源於四個動力：人均 GDP 邁過拐點、基建的消費
效應出現、管道下沉和產業轉移、人流和消費傾向變化。②美國、日本 1970、80 年代進入消費升
級期，本土品牌迅速崛起。我國已經處於類似階段，家電、汽車等自主品牌滲透率不斷提高。③對
標海外龍頭，我國通訊、白酒、家電、傢俱及院線龍頭規模已經領先，但其他國產品牌公司規模仍
然較小。
消費升級加速，三四線為首。2016 年以來的這一輪消費升級的背景與前幾次不同，三四線城市消
費升級成為這一輪消費升級的一個重要特徵。在網購、電子產品、汽車、家電家裝等領域，三四線
城市也已經成為我國重要的市場。
消費升級加速器一：人均 GDP 邁過拐點。截至 2016 年，我國人均 GDP 已經約 8000 美金，已經進
入消費服務業快速增長的工業化後期。截至 2015 年末，我國一線、二線、三線、四線、五線及以
下地區人口占比分別約為 6%、19%、21%、32%、22%，其中一線至四線城市人均 GDP 分別在 1.6
萬美元、1.1 萬美元、9000 美元、6000 美元左右。我國的三四線城市平均人均 GDP 也已經超過
6000 美元的拐點，也已經進入消費服務業快速發展的產業結構轉換階段。
消費升級加速器二：基建的消費效應出現。目前我國的一線、二線城市人均 GDP 都遠超 1 萬美元，
已經具備輻射帶動周邊城市共同發展的能力。16 年 7 月國務院通過《中長期鐵路網規劃》提出未
來將建設“八橫八縱”鐵路網。高鐵、高速等交通物流體系的不斷完善，也有利於我國消費服務業
發展。
消費升級加速器三：管道下沉和產業轉移。根據 2015 年資料，三四線城市人口約占全國的 53%，
隨著交通等基礎設施的不斷完善，三四線城市在土地、能源、勞動力、市場等方面的相對優勢逐漸
顯現。近幾年來，產業向三四線城市轉移的趨勢已經開始出現，如華為、騰訊、阿裡巴巴。三四線
城市的巨大消費潛力，吸引了如京東、萬達、星巴克等各類商貿零售和休閒服務企業的管道下沉。
消費升級加速器四：人流和消費傾向變化。根據統計局資料，我國本地農民工數量同比增速近五年
來一直高於外出農民工數量增速，且在 2016 年進一步回升，從 2015 年的 2.7%回升至 3.4%。反映
出農民工進入一二線城市的意願有所降低，而更加願意留在本地就業。80 後、90 後人群已經進入
消費高峰期。相對於上一代，年輕一代消費群體的消費需求更強，消費傾向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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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品牌化的中國製造漸起。美國、日本在 1970s-1980s 經歷了消費高峰期，本土品牌迅速崛起。
我國居民消費需求爆發，也將推動國內相關自主品牌的發展。以家電、消費電子和汽車產業為例，
我國自主品牌的滲透率在不斷提高，未來汽車自主品牌有望複製家電和手機領域自主品牌崛起的趨
勢。我國大部分龍頭企業與相應的海外企業相比規模仍然明顯較小，國內僅有白酒、家電、通信、
傢俱、電影院線等行業的龍頭市值超過海外相應上市公司，其他大部分消費龍頭市值規模與國際企
業相比差異巨大，仍處於發展初期段。
風險提示：經濟超預期下行風險，海外爆發金融危機風險

農藥與化肥：氮磷肥實現扭虧，複合肥業績增長 ——化肥行業 2016 年報及 2017 年一季報分析
化肥行業分析
原料價格：無煙煤價格上漲。2017 年一季度國內無煙煤均價為 914 元/噸，同比+4.0%；國際天然氣
均價為 14.00 EUR/mwh，同比+7.7%；磷礦石（28%）均價為 340 元/噸，同比-10.5%。
化肥產品價格回升，但仍處底部區域。2017 年一季度尿素均價為 1724 元/噸，同比+28.3%，環比
+17.7%；磷酸二銨均價為 2300 元/噸，同比-7.1%，環比+23.3%；氯化鉀均價為 1793 元/噸，同比5.6%，環比+7.2%。
產品-原料價差環比擴大。2017 年一季度尿素-1.5×無煙末煤平均價差為 353 元/噸，同比+1305.3%，
環比+123.6%；磷酸二銨-1.7×磷礦石平均價差為 1722 元/噸，同比-5.9%，環比+33.7%。
上市公司分析
氮肥板塊：尿素價差擴大，實現扭虧。2017 年一季度 9 家氮肥板塊上市公司合計實現營業收入
96.60 億元，同比下降 3%；實現歸屬母公司淨利潤 4.03 億元，同比增長 396.51%；淨利潤率 4.17%，
同比增長 5.53 個百分點。
磷肥板塊：業績扭虧為盈。2017 年一季度 3 家磷肥板塊上市公司合計實現營業收入 208.39 億元，
同比增長 120.40%；實現歸屬母公司淨利潤 2701 萬元，同比增長 106.56%；淨利潤率 0.13%，同比
增長 4.49 個百分點。
鉀肥板塊：盈利有所下降。2017 年一季度 2 家鉀肥板塊上市公司合計實現營業收入 23.92 億元，同
比下降 6.50%；實現歸屬母公司淨利潤-2.10 億元，同比-251.00%；淨利潤率-8.77%，同比下降 14.20
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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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合肥板塊：業績有所提升。2017 年一季度 8 家複合肥板塊上市公司合計實現營業收入 163.67 億
元，同比增長 19.41%；實現歸屬母公司淨利潤 10.76 億元，同比上漲 18.20%；淨利率 6.57%，環比
增長 6.31 個百分點。
未來展望
行業處於底部，盈利有望改善。目前化肥行業處於低谷期，自 2012 年以來，主要化肥品種價格進
入下跌通道。雖然化肥產品價格較 2016 年年底有所回暖，但依然處於底部區域。化肥行業整體產
能過剩，加上產品價格處於低谷期，企業盈利能力大幅下降。2017 年中央一號文件和剛結束的全
國兩會都對農業供給側改革給予關注，我們認為隨著未來化肥行業供給側改革推進，行業盈利水準
有望有所提升。此外，根據農業部印發的《到 2020 年化肥使用量零增長行動方案》，要調整化肥
使用結構，大力推廣高效新型肥料。另工信部在 2015 年對推進化肥轉型意見中指出要大力發展新
型肥料，力爭到 2020 年我國新型肥料的施用量占總體化肥使用量的比重從不到 10%提升到 30%，
未來新型肥料占比將逐步提升。
風險提示：油價持續下跌、石化產品價差回落、行業景氣度下行。

有色金屬：C919 首飛在即，帶動全產業鏈爆發
政策利好促產業升級，未來或將開啟萬億市場。2016 年以來，國務院、發改委等先後公佈了《關
於促進通用航空業發展的指導意見》、《通用航空“十三五”發展規劃》等重要政策，已將航空產
業列入未來中長期我國產業發展的重點。據空客公司預測，未來 20 年，全球航空客運量年均增長
率為 4.5%，需要新增 32425 架客機，總價值超過 5 萬億美元，用於替代退役客機和支持機隊的發展。
另外，按照波音公司的預測，未來 20 年內全球新客機需求將高達 3.7 萬架，而僅中國市場需求便
超過 6000 架，未來或將開啟萬億規模市場。
四次試飛成功，C919 首飛在即。C919 項目啟動於 2008 年 11 月，是我國首款完全自主智慧財產權
的民用客機。2016 年底，中國商飛公司 C919 飛機首架機交付試飛中心，至今已成功進行了 4 次測
試，包括第一次自主滑行測試、第二次自主滑行測試、第三次高速滑行測試以及第四次高滑抬輪試
驗，有望在今年 5 月首飛。
先進材料首次大規模應用，上游原材料個股受益顯著。C919 大飛機是先進材料首次在國產民機的
大規模應用，其中第三代鋁鋰合金材料、先進複合材料在 C919 機體結構用量分別達到 8.8%、12%；
鈦合金和其他鋁合金的用量也分別達到了 9.3%和 18%。另外，機艙內部將首次啟用芳碸綸纖維製
作椅罩、門簾，將使得飛機減重 30 公斤以上，每架飛機能夠節省超萬元成本。上游相關原材料上
市公司和零部件供應商受益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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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項關鍵技術獲突破，機體結構國產化率較高。在 C919 的研製過程中，研製人員共規劃了 102 項
關鍵技術攻關，包括飛機發動機一體化設計、電傳飛控系統控制律設計、主動控制技術等。機體結
構件方面，54 家標準件製造商成為大型客機項目的供應商或潛在供應商，國產化率較高。中航工
業集團承擔了 C919 飛機大部件的主要製造任務。機頭由成飛公司製造，前機身和中後機身由洪都
集團製造，機翼由西飛公司製造，後機身和垂尾由沈飛公司製造，前、主起艙門由哈飛公司製造。
梳理 C919 產業鏈，掘金投資機會。上游原材料壁壘較高，競爭格局相對穩定，原材料個股受益顯
著，推薦寶鈦股份。寶鈦集團有限公司自 C919 大飛機項目啟動以來，已先後承擔了國家 Ti-3Al2.5V（TA18）管材、熱處理的 Ti-6Al-4VEIL 厚板、處理的 Ti-6Al-4V 合金型材、TB5 板材工程化研
製四個 DK 型號用材料研製任務。中游方面，中航工業集團與美國 GE 的合資公司昂際航電將為
C919 提供綜合航電系統的設計，也將帶動我國機載設備技術的發展；中航工業集團在國內一枝獨
秀，受益最大。
風險提示：下游需求不及預期。

公用事業：環保公司 16A&17Q1 小結：16 年監測及大氣表現最好，17 年 Q1 業績增長提速
我們分析了 90 家環保公司的 16 年報及 17 年一季報情況（水 34 家，固廢 28 家，大氣 15 家，監測
8 家，節能 5 家）。
①整體來看，環保板塊 16 年全年歸母淨利增速為 12.90%，17 年 Q1 歸母淨利增速為 21.93%。17 年
Q1 環保板塊業績增長提速，高於 16 年 Q1 及 16 年全年業績增速。2017 環保板塊取得開門紅，預示
行業高速增長仍將持續。②分板塊來看，五個板塊中，16 年表現最好的為監測，歸母淨利同比增
速 25.74%，其次是大氣板塊，歸母淨利同比增速 18.52%（15 年為 23.36%）；17 年 Q1，表現最好
的仍是監測板塊，歸母淨利同比增速為 36.18%，而大氣板塊歸母淨利增速繼續回落至 9.92%。
市政 PPP 進入執行和兌現期。14 年國家推廣 PPP 的背景是國務院 43 號文出臺限制地方城投公司發
債，15 年財政部公告兩批接近 8500 億元的 PPP 示範專案，政府的職責從環保項目的投資、建設、
運營者，轉變為環保服務的購買者。16 年財政部公告第三批接近 12000 億元示範專案；上市公司
PPP 大額訂單不斷落地，且向龍頭企業集中；PPP 逐漸從專案採購、中標，過渡到執行和業績兌現
期。建議關注 PPP 相關公司：碧水源、興源環境、東方園林。

電力：電力行業 16A&17Q1 小結：火電業績築底，水電關注高股息率個股
2016 年，26 家火電公司營收增速中位數為-6%，扣非後歸屬利潤增速中位數為-31%，較 15 年大幅
下降。盈利下滑的主要原因是：（1）16 年初，火電標杆電價平均下調 0.03 元/千瓦時；（2）煤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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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6 年下半年出現大幅上漲，燃料成本提升；（3）宏觀經濟下行，電力需求疲弱，火電平均利
用小時數下降。2016 年扣非歸屬淨利潤增速前 5 家公司依次是：華電能源（+228%）、華銀電力
（+104%）、ST 南電 A（+83%）、穗恒運 A（+28%）和國電電力（+14%）。2017 年 1 季度，26 家
火電公司營業收入同比增速中位數為 15%，由於煤價維持高位，扣非後歸屬利潤增速中位數為-81%。
2016 年，11 家水電公司營收增速中位數為-6%，扣非後的歸屬利潤增速中位數為 25%。16 年營收下
降的主要原因是火電降價導致部分水電同步降價，2017 年 1 季度，11 家水電公司的歸屬淨利潤增
速中位數為-23%，扣非後利潤增速中位數為-25%。2016 年扣非利潤增長最快的前 3 名企業為梅雁
吉祥（+285%）、桂冠電力（+221%）、長江電力（+89%）。2017 年 1 季度，11 家水電公司扣非後
利潤增速中位數為-25%。
全社會用電量穩健增長，第二產業用電需求提升。2017 年一季度全社會用電量約 1.45 萬億千瓦時，
同比增長 6.9%（16 年同期 4.8%）。其中，一產、二產、三產及居民用電增速分別為 10.1%、7.6%、
7.8%及 2.8%，對應的增長貢獻分別為 2.0%、75.5%、16.2%及 6.3%，第二產業用電需求的復蘇對全
社會用電增速增長貢獻較大。3 月當月，全社會用電量約 5139 億千瓦時，同比增長 7.9%。
火電業績築底，關注供給側改革。用電需求回暖，電煤成本有望回落，火電業績築底。2016 年，
在電價下降，煤價大幅上漲的背景下，火電業績大幅下滑甚至虧損。17 年 4 月，發改委緊急下發
《關於召開發電計畫放開和降低電煤採購成本座談會的通知》，促進降低電煤採購成本。火電供給
側改革穩步推進，國家發改委和能源局在 16 年出臺《關於促進我國煤電有序發展的通知》，嚴控
煤電總量規模，暫緩核准建設電力盈餘省份煤電項目，火電業績築底，建議關注供給側改革機會以
及低估值火電公司：浙能電力、建投能源。
水電關注業績向好、高股息率個股。水電行業建議關注業績向好，高股息率個股。水電行業 17 年
1 季度業績回落，主要是由於來水情況不及 16 年同期。17 年 1 季度水電平均利用小時數為 623 小
時，同比降 9.8%。建議關注業績向好、高股息率個股，如長江電力（按 2017 年 5 月 2 日收盤價計
算，股息率約為 5.18%）。
風險提示。宏觀經濟增速波動、競爭加劇，將影響行業需求及上市公司盈利水準。

資訊服務：電腦行業 5 月研究框架：堅持業績的確定性和估值的合理性
整體觀點：下半年比上半年好。業績的確定性和估值的合理性，成為目前投資電腦標的的判斷標準，
也是我們推薦標的的重要參考。從估值角度看，下半年三季度，隨著估值切換效應，如果看 18 年
電腦估值，則到了近 10 年歷史最底部，估值中樞又下降了一個臺階。業績的確定性方面，隨著中
報的發出，三季度這個時間點，業績更為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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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推薦確定性的白馬。今年電腦那些估值底清晰，內生增長穩健的中大白馬是配臵的重點。從估
值和未來增速匹配性的角度，參考電腦行業平均對應 2017 年約 36 倍的估值水準，我們建議關注那
些 17 年估值在 20 多倍、未來兩年增速在 30%以上，或者估值在 30 倍左右，未來增速在 35%以上，
所屬細分行業高景氣的優質中型白馬。
電腦行業 2016 年報總結：整體增速約 22%，內生增長占比約 6 成。2016 年是電腦行業由移動互聯
時代邁向智慧化時代轉型的起始。行業利潤增速由 15 年的 17.1%上升至 21.5%，這一方面是因為部
分子行業處於高景氣週期，同時也顯示 15 年上半年的並購高峰也為 16 年帶來了部分並表業績影響。
風險提示：市場波動風險。

傳媒：從 Netflix 到四大視頻網站，中國付費視頻迎爆發期
對標海外成熟市場發展模式，中國付費視頻市場已進入爆發期。美國付費視頻行業只經歷了 10 年
就已達到成熟水準（規模增速降到 10%左右），用戶付費習慣培養成熟，觀眾中線上視頻觀看比例
已超 60%，視頻網站使用者付費比例超 90%，付費視頻花銷已達人均每月 9 美元，付費內容占總觀
看時長逾 40%；而付費視頻在中國的發展只比美國晚四年，當前中國付費視頻市場處於持續爆發期
（規模增速 90%左右）。我們預計未來四年中國付費視頻行業將會持續爆發，線上視頻平臺和內容
製作公司將會得益于付費模式的紅利。我們認為美國流媒體巨頭 Netflix 盈利模式是未來中國上市
公司發展模式的參考。
風險提示：市場競爭激烈，行業不達預期，宏觀經濟不景氣，大盤系統性風險。

免責聲明
本檔有關證券之內容由從事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 571 章)中第一類(證券交易)及第四類(就證券提供意
見)受規管活動之持牌法團–海通國際證券有限公司(“海通國際證券”)所編制及發行。
本檔所載之資料和意見乃根據被認為可靠之資料來源及以真誠來編制，惟海通國際證券及海通國際證券集團
任何其他成員公司(「海通國際證券集團」)並不就此等內容之準確性、完整性或正確性作出明示或默示之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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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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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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