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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市導航
棚改貨幣化安臵：地產銷售的加速器！
三四線地產超預期熱銷，原因何在？
今年以來，不同線級城市的地產銷量出現明顯分化，一季度全國地產銷量增速 19.5%，其中重點 40
城銷量增速僅 6.3%，而非重點城市（主要為三四線城市）銷量增速高達 29%。另一方面，我們注
意到，從區域上看，本輪三四線地產銷量回升並非僅限於“一二線周邊”，而是全域性走強；從時
間上看，三四線地產熱銷始於 16 年初，量、價走勢與一二線保持同步。
這兩個現象意味著三四線地產超預期熱銷並非僅僅緣于樓市限購限貸政策下的一二線需求外溢，或
有更重要的因素構成支撐。我們認為核心原因是 15 年以來的“棚改三年計畫”，尤其是提高棚改
貨幣化安臵比例，相當於政府出資支持買房。
起底“棚改貨幣化安臵”：從棚改 1.0 到棚改 2.0。
大規模棚戶區改造始于東北地區，05 年 10 月住建部出臺《關於推進東北地區棚戶區改造工作的指
導意見》，拉開棚改帷幕。棚改 1.0 階段（05-15 年），逐步確定了“政府主導，市場運作”的模
式，徵收補償採取實物安臵和貨幣補償並重的措施，由被拆遷人自願選擇。其中，實物安臵主要是
通過建設新房的方式，即拆房子還房子，但這種安臵方式的過渡週期較長，也增加了人員安臵費用。
但受限於資金問題，棚改 1.0 階段，工程推進進度較慢。08-14 年間棚改開工量維持在 250-300 萬套。
15 年 6 月國務院頒佈《關於進一步做好城鎮棚戶區和城鄉危房改造及配套基礎設施建設有關工作
的意見》，棚改由 1.0 進入 2.0，棚改補償模式由實物貨幣安臵並重轉向貨幣安臵優先。棚改貨幣化
安臵，是指府直接以貨幣的形式補償被拆遷棚戶區居民，而後居民再到商品房市場上購臵住房。而
央行在 14 年推出的 PSL（抵押補充貸款）創新性政策工具，部分解決了棚改貨幣化安臵的資金問
題。央行通過 PSL 向國開行發放貸款，國開行通過棚改專項貸款向地方政府發放貸款，地方政府
通過貨幣化安臵向棚戶區居民發放補償款，地方政府拆遷賣地後償還國開行貸款，國開行償還央行
貸款，形成資金流的閉環。PSL 餘額從 15 年 5 月的 6459 億，一路上升至 17 年 2 月的 2.2 萬億，國
開行棚改貸款餘額也從 14 年末的 6362 億，翻番至 15 年底的 1.3 萬億。
棚改貨幣化安臵對地產市場影響幾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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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全國地產銷量“虛高”。我們估算 14-16 年棚改貨幣化安臵面積分別為 0.4 億平米、1.5 億平米
和 2.5 億平米，分別占當年住宅商品房銷售面積的 3.8%、13.6%和 18.2%，均逐步抬升。估算 17 年
棚改貨幣化安臵面積升至 3.1 億平米。15、16 年，剔除棚改貨幣化安臵面積的影響後，住宅商品房
銷量增速分別降至-3.6%和 13.5%，17 年 1 季度降至 12.3%。考慮到未來兩年內棚改貨幣化安臵面積
將見頂回落、缺乏產業支撐而單純依靠政府出資實現的地產銷售難以持續，我們認為未來棚改貨幣
化對地產銷售的拉動將減弱。
難改地產投資回落趨勢。從宏觀層面看，地產銷售領先地產投資 2-3 個季度，去年 3 季度全國地產
銷售增速見頂，意味著 17 年下半年地產投資增速將見頂回落。從微觀層面看，土地供給放開令一
二線土地購臵和新開工有望出現回升，但占比、力度均較有限，三四線仍處去庫存階段，開放商購
地、開工意願或仍然受到抑制。因而綜合看，棚改貨幣化安臵貢獻漸弱，或無力提振地產投資，也
無法改變下半年地產投資增速持續回落的局面。

電氣設備：靜候電動車中游起量，工控需求景氣
2016：一次設備歸屬母公司淨利潤同比增長 0.03%。二次設備歸屬母公司淨利潤同比增 7.87%。
配電板塊：招標收入確認等因素，致使板塊業績情況較好。輸變電板塊：特高壓交付等推動穩健增
長。低壓電氣板塊：主要公司均穩健增長。智能電網板塊：主要公司穩健增長，部分公司並表等因
素快速增長。發電設備板塊：業績大幅下滑。
智能用電板塊：部分公司電錶外業務拉動增長。
2017 一季度：一次設備歸屬母公司淨利潤同比增長 8.68%。二次設備歸屬母公司淨利潤同比增
6.37%。
低壓電氣板塊：部分公司快速增長，宏發股份通用繼電器超預期。發電設備板塊：個股因素：債務
重組、並表、收入確認等，推動業績增長。配電板塊：執行合同較少等因素，使得業績下滑。電機
及零部件板塊：微特電機、電動車電機出貨等，影響業績。智能表板塊、智能用電板塊：個股因素
推動較快增長。
2017 年二季度業績前瞻。有 28 家歸屬母公司淨利潤同比預測增速上限超過 40%，9 家歸屬母公司
淨利潤同比預測增速上限介於 20-40%。歸母淨利潤上限超過 40%的公司包括：鐵塔及電纜 6 家，
配電 5 家等。行業分佈較為分散。
單季度趨勢：電機及零部件：細分結構來看，家電電機 2017 年一季度呈現較快的增速，但電動車
電機處於有待起量的狀態，源于一季度尚處電動車推廣運用目錄落地的階段，對於中游環節的拉動，
我們預計將在二季度尤其是下半年開始起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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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一季度，配電板塊單季下滑。智能用電、智能表單季趨勢較好。
關注電動車、工控、碳交易等相關標的。電動車方面，在電機電控環節，我們建議優選客戶佈局、
出貨具爆發力的公司。
風險提示。電網投資低於預期的風險，行業競爭加劇毛利率下降的風險。

汽車與零配件：汽車年報總結：2016 大年，板塊分化，優中選優
2016 年汽車銷量高增長，帶動行業盈收規模擴張。2016 年國內汽車銷量 2803 萬輛，同比+14.11%；
其中乘用車銷 2438 萬輛，同比+15.48%，主因三年消費週期及受益 1.6L 購臵稅優惠政策拉動。2016
年，汽車製造業實現營收 80186 億元，同比+14.29%；利潤總額 6677 億元，同比+9.98%。其中，
2016Q4 單季實現營收 24079 億元，同比+15.60%；利潤總額 2072 億元，同比+4.27%；16Q4 行業單
季淨利率 8.30%，三費費率合計約 7.91%。銷量高增長，帶動營收擴張，盈利能力總體保持穩定。
板塊分化明顯，乘用車景氣提升，重卡強勁反彈，客車需求低迷。乘用車子板塊 16Q4 營收+20%，
毛利率穩定，淨利潤-1%小幅下滑。卡車子板塊受投資回升和 GB1589 治超新政，景氣強勁反彈，
16Q4 營收+47%。客車子板塊 16Q4 營收-3%，淨利-50%，主因新能源客車查騙補、政策不明朗影響
排產。零部件板塊 16Q4 盈收高增長，營收+26%、淨利+59%，汽車消費升級帶動進口替代、產業升
級大機遇。新能源汽車全年銷量穩健增長，帶動規模持續擴張，毛利率、淨利率均明顯提升，看好
未來產業成熟、龍頭受益。經銷商子板塊 16Q4 營收+35%、淨利+29%，受益購臵稅優惠拉動，與行
業景氣度一致。
16Q4 汽車板塊表現小幅跑輸大盤，細分板塊估值分化明顯，但橫向比較中等偏低，長期仍有提升
空間。2016Q4 市場風險偏好降低，藍籌發力、業績為王，汽車板塊 16Q4 實現漲幅-0.67%，相對小
幅跑輸大盤 0.78%。細分板塊估值分化明顯，乘用車估值處於歷史中樞、客車處於歷史低位、零部
件及卡車處於偏高位臵；但橫向比較，汽車板塊估值中等偏低，利於精選優質龍頭個股，獲取業績
估值雙升機遇。
投資建議。我們認為，當前時點看，汽車消費依然穩健，除了白馬穩健配臵，利於精挑細選成長股。
（1）從車企來看，依然是上汽、吉利、廣汽等銷量表現較強，自主崛起格局不變，上汽集團、吉
利汽車 H、廣汽集團 H 等龍頭白馬配臵價值仍在。
（2）受市場風格影響，每輪成長股估值大幅下行，都創造中長期機遇，核心是甄別真成長。我們
認為，汽車成長明星，大概率將在新能源汽車和零部件龍頭中誕生。
（3）一方面，在新能源汽車細分方向，我們強調“前低後高”、“低端向下、高端向上”，建議
2017 年二季度重點配臵相關龍頭。新能源乘用車空間大、壁壘高、盈利強，自 2017 年 1 月起，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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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目錄有序發佈、車廠排產加速、17Q2 起景氣明確，看好包括三元電池、動力隔膜、鋰電銅箔、
上游資源等在內的、能夠實質提升電動汽車性能的核心細分領域。我們建議春播秋收、中期佈局，
推薦金馬股份、滄州明珠、江淮汽車。
（4）另一方面，在高端零部件龍頭中，我們看好 PEG< 1、未來成長性比較突出的龍頭個股，包括
滄州明珠、廣東鴻圖、浙江仙通、精鍛科技、中鼎股份等；同時，金固股份、得潤電子屬於大趨勢
大拐點公司，值得長期關注。
風險提示。汽車行業景氣度大幅下行，新能源汽車鼓勵政策出現重大調整，市場系統風險導致估值
大幅下行。

公用事業：【燃氣 16&17Q1 總結】：改革穩步推進，行業長期向好
2016 年，16 家燃氣公司扣非後歸屬利潤增速為-9%，相比 2015 年增速（+9%）放緩。營業收入平均
增速為 5%，其中，終端配售、中游管輸、工程安裝業務收入平均增速分別為 1%、-52%、11%。綜
合毛利率平均為 24%，同比增長 1 個百分點，細分來看，終端配售業務毛利率略有下滑，主要是天
然氣降價的影響。銷售、管理、財務費用率分別為 4.1%、4.7%、2.2%，同比分別上升 0.3、0.4、0.1
個百分點。投資收益、營業外收入占利潤總額比例均為為 2%，同比分別持平、增加 2 個百分點。
2017 年 1 季度，16 家燃氣公司收入增長 7%、扣非後歸屬利潤增速為-7%，比 2015 年全年利潤增速
放緩。公司綜合毛利率平均為 23%，同比下降 2 個百分點。銷售費用率平均為 3.2%，同比下降 0.1
個百分點。管理費用率平均為 3.6%，同比下降 0.3 個百分點；財務費用率平均為 1.8%，同比下降
0.2 個百分點。投資收益、營業外收入占利潤總額比例分別為 2%、1%，同比分別下降 1 個百分點、
持平。
收益率跑贏大盤，估值持續下行。2015 年初以來，截至 17 年 4 月 28 日，海通燃氣板塊相對滬深
300 指數的累計收益率為 2.66%。2017 年 4 月 28 日，典型燃氣公司 A 股、H 股公司的平均 PE 分別
為 36 倍、18 倍；17 年一季度末 A、H 股 PE 估值分別為 33 倍、19 倍。H 股估值基本保持了平穩，
而 A 股估值下降 9%。
改革穩步推進，下游終端受益。2016 年價格改革在中游進一步突破：部分地區（如陝西等地）的
管輸費下降、接駁費取消，中游管輸環節業績受到影響較大，但為下游價格下降提供支撐。從 17
年一季度燃氣資料來看，產量、進口、銷量同步穩步提升，未來投資機會存在於上下游兩端。上游：
便宜 LNG 進口存在的套利空間；下游：價格下降導致的銷量提升、應用推廣，主要有城市燃氣、
發電用和交通用三個領域。城市燃氣領域關注煤改氣集中受益區域以及經濟發達、人口淨流入城市；
發電用關注冷熱電三聯供的分散式燃氣發電應用，大幅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為未來最具前景下游領
域；交通用關注因 LNG 重卡銷量強勁復蘇，向上游傳導引發的 LNG 加氣站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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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提示。1）宏觀經濟波動，影響下游需求。2）氣改推進下管輸費下降、接駁費取消等對業績的
影響。3）國際油氣價格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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