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 05 月 11 日

宏觀經濟
通脹預期緩解，貨幣依然偏緊——4 月物價資料點評
2017 年 5 月 10 日，國家統計局公佈 4 月通脹資料，CPI 同比微升至 1.2%，仍處低位，PPI 同比繼續
回落至 6.4%。我們的觀點是：通脹預期緩解，貨幣依然偏緊。
4 月 CPI 仍低。4 月 CPI 環比上漲 0.1%，同比微升至 1.2%，仍處低位，主因食品續降、而非食品上
漲。受菜價、肉價拖累食品類價格環比繼續下降 0.6%，同比跌幅小幅收窄至 3.5%；旅行相關、醫
療、房租等帶動非食品類價格環比上漲 0.2%，同比繼續上升至 2.4%。
5 月 CPI 回升。進入 5 月以來，肉價、菜價續降，但由於去年同期食品價格跌幅較大，基數走低，
預測 5 月 CPI 反彈至 1.6%。
4 月 PPI 續降。4 月 PPI 環比由上漲轉為下降 0.4%，同時基數攀升，同比繼續回落至 6.4%。從行業
來看，黑金冶煉加工、黑金采選、化學原料和製品價格均由升轉降，油氣開採、石油加工業價格降
幅擴大；非金屬礦製品、有色采選、紡織等價格上升，煤炭采選業則由降轉升。
5 月 PPI 或續降。5 月以來鋼價穩定，煤價繼續大降，國際油價回落，預測 5 月 PPI 環比穩定，但
基數走高，同比或繼續降至 5.8%。
貨幣依然偏緊。4 月以來經濟高位回落，PPI 續降，CPI 維持低位，通脹預期顯著緩解。但當前政策
重心在於金融去杠杆、防風險，央行在 2、3 月份對存款類公司債權收縮近 1 萬億，我們估算 3 月
末金融機構超儲率位於 1.4%的歷史低位。央行 4 月投放適量貨幣穩定資金面後在 5 月初又快速回
收，維持貨幣緊平衡的態度依然未變。

A 股投資者的底牌：籌碼分佈剖析
核心結論：①自由流通股樣本，散戶、機構持股占比降 0.8、0.7 個百分點至 43.6%、23.7%，法人升
2 個百分點至 25.6%，國家隊穩定在 5%。機構內部絕對收益資金占比繼續提升。②國家隊 Q1 未減
倉，加金融、減消費。險資大幅加銀行。基金加消費、減 TMT。QFII 加食品旅遊、減汽車家電。
③科技股籌碼分佈顯示散戶占比明顯高，金融股明顯偏向法人和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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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持股結構：散戶占比繼續下降。（1）持股結構中，散戶占比繼續下降。與 16 年底相比，投資
者結構最大的變化是散戶投資者占比在持續下降，由 16Q4 的 44.4%降至 17Q1 的 43.6%。機構投資
者（包括基金、保險、社保、私募、券商、R/QFII）占比也略有下降，17Q1 和 16Q4 分別為 23.7%、
24.4%（按自由流通市值計）。一般法人的持股比例在上升，由 16Q4 的 23.6%升至 17Q1 的 25.6%，
這可能與限售股解禁較多有關。（2）14 年以來絕對收益投資規模大幅增長，絕對收益與相對收益
資金規模比例從 14 年 6 月的 9:10 升至 17 年一季度 23:10。
國家隊：未減倉，加金融、減消費。（1）根據上市公司前十大流通股東統計，國家隊在 17Q1 持股
市值為 10778.6 億，絕對值與 16Q4 的 10796.7 億基本持平，並沒有出現大幅減倉。從內部結構看，
減倉主要發生在 5 只證金公司認購基金上，合計減倉 400 億，而證金公司和中央匯金資產管理公司
反而加倉 204 億、140 億。（2）17Q1 國家隊主要增持銀行、非銀等大金融，減持醫藥、家電等大
消費。持股偏好：大市值、低估值。
保險：倉位略下降，大幅增持銀行。17Q1 險資投資於股票和基金 1.8 萬億，占比較 16Q4 有所下降。
險資偏愛金融地產，大幅增持銀行，減持地產、建築。持股偏好：大市值、低估值、高盈利能力。
公募基金：大幅增持消費，減持 TMT。（1）17Q1 普通股票型、偏股混合型、靈活配臵型（剔除掉
打新基金）基金倉位分別為 86.6%、81.2%、67.0%，較 16 年 Q4 末分別持平、升 0.2、降 2 個百分點，
整體倉位變動不大。17 年 Q1 基金重倉股中，主機板占比 56.1%，較 16 年 Q4 大幅上升 3.4 個百分
點，目前與 14 年 Q2 水準接近。（2）17Q1 基金大幅增持消費，減持 TMT。對比 16Q4 基金重倉股
行業分佈，占比明顯上升的行業有：食品飲料、電子、家電、電力及公用事業、建築等；明顯下降
的行業有：基礎化工、電腦、農林牧漁、醫藥、通信等。
QFII：加食品旅遊、減汽車家電。QFII 更偏愛藍籌股，一季度增持最多的行業為食品飲料、餐飲旅
遊、建材等，較 16Q4 分別上升 0.9、0.8、0.7 個百分點；減持最多的行業為汽車、家電、電子，較
16Q4 分別下降 1.5、0.9、0.7 個百分點。
各個板塊的籌碼都被誰拿了？科技股籌碼散戶拿最多，達 45.4%；金融股法人和機構拿最多，達
65.8%、19.5%。
風險提示：經濟增速下滑、貨幣政策趨緊、金融監管超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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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市導航
商業貿易：TJX:品牌產品+深度折扣，構建平價百貨“淘寶式購物”體驗
TJX 作為美國平價百貨龍頭企業，利用品牌產品+絕對低價的模式，為消費者提供淘寶式購物體驗，
在全球百貨行業低迷、梅西等老牌百貨紛紛關閉門店之時，公司門店和銷售額仍然保持連續增長，
其專注於品牌折扣品本身的商業邏輯值得我們思考和借鑒。
銷售逆勢增長，門店擴張同步進行。2016 年公司銷售額高達 332 億美元，連續 21 年實現銷售增長，
自 2008 年金融危機之後，TJX 的同店銷售額實現了 32 個季度的連續增長，而在過去的 30 多年裡，
僅有一年的可比門店銷售增長為負，2016 年公司坪效約為 4284 美元/平米。2016 年 TJX 全球門店
3812 家，營業面積總計約為 779 萬平米，在彭尼百貨和梅西百貨出現危機不斷關店時，公司 2016
年全年未關閉一家店鋪，並且新增門店近 200 家，並計畫 2017 年新擴門店近 1800 家。
大品牌保駕護航，低價格保障利潤。TJX 提供的大部分商品都是品牌產品，有些更是品牌特供，有
效保障商品品質。目前，TJX 已成為拉爾夫〃勞倫最大的銷售管道，同時旗下門店出售的產品包含
華倫天倫、古馳、紀梵希、杜嘉班納（D&G）等高端奢侈品牌，蔻馳、MK 等輕奢鞋包品牌，雅詩
蘭黛、SKII 等一線化妝品品牌。雖然提供的是大牌產品，但是 TJX 的價格遠低於同行, 僅為商品原
價的 20%-60%，即使和電商相比也有絕對的價格優勢。例如，原價 1000 美元的 D&G 連衣裙僅售
399.99 美元。在低價下仍能夠獲得較大毛利的原因在於強大的成本控制能力：（1）成熟的買手團
隊和靈活的購買策略，大大降低了採購成本；（2）數量龐大的供應商和買斷式採購手段，有效增
強公司的議價能力；（3）全面控制運營成本，有效提高零售效率等。
淘寶式購物體驗有效增加客戶流量。在品牌低價的基礎上，為消費者構建“淘寶式”的購物場景，
通過小批量出售當季新品、較高存貨周轉等手段，TJX 進一步鞏固消費者進店尋寶的消費心理，強
化消費者“機不可失，失不再來”的消費心理，使消費者始終保持對店內商品的新鮮感，實現客流
的穩定增長。此外，TJX 旗下擁有多個子品牌，美國地區的家居服裝品牌 Marmaxx、家庭時尚品牌
HomeGoods、加拿大地區經營的 Winners、英國等地的 T.K.Maxx 等品牌因地制宜，以適應不同人群
的購物需求。
TJX 和唯品會的異同比較。獨特的區域代理制度限制了企業的跨區採購，以及品牌折扣企業難以樹
立良好的品牌形象，因而美國 TJX 的模式難以完全複製到中國市場。但 TJX 平價品牌折扣深受市
場歡迎，2012 年在紐交所上市的唯品會因地制宜，巧妙借鑒了 TJX 的成功之處，開啟線上閃購模
式，收入從 2009 年的 0.19 億元成長至 2016 年的 565.9 億元，年複合增長率高達 172%；淨利潤從成
立之初的虧損轉為 2016 年盈利 20 億元，且至今已連續 17 個季度盈利，2013-2016 年淨利潤 CAGR
高達 86%；重複購買率也高達 80%。
TJX 與唯品會的相同之處在於：精選品牌、深度折扣、買手團隊、倉儲物流和場景構建等；不同之
處在於：經營模式上，線上唯品會、線下 TJX，而採購方式上，唯品會未買斷商品所有權。唯品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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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線上平臺巧妙的打破了地域分割現狀，模式更加適合中國國情。我們也期待，類似 TJX 這種
真正實現“性價比+體驗”的商業模式也會在中國新零售背景下不斷湧現並迎來廣闊的發展空間。
風險提示：行業競爭加劇；門店擴張不及預期；成本控制難度加大。

資訊設備：外延與內生，景氣與估值
電腦行業正由移動互聯時代邁向智慧化時代轉型，過去的 16 年，行業利潤增速由 15 年的 17.1%上
升至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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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上半的並購高峰也為 16
年帶來了部分並表業績影響。從硬體、軟體、服務三個子板塊看，行業收入結構繼續向軟體轉型，
同時在海康、大華等大體量安防公司帶動，以及部分基礎 IT、金融機具公司帶動下，硬體板塊增
速相比 15 年的 9%明顯回升。
智慧安防、IT 安全、智慧交通細分領域增速較高。從細分領域看，16 年智慧安防、IT 安全自主可
控、以及智慧交通/地理資訊化公司增速較高，三個細分領域利潤增速分別為 26.2%、26.7%和 23.9%，
顯示出較高的景氣度和向好趨勢。這也與整個十三五國家對軌交、安防等基礎設施 IT 加大投入，
以及對大資料戰略和相應的 IT 安全自主可控的重視和支持相匹配。業績：內生增長占比約 2/3，外
延貢獻 1/3。16 年電腦行業純內生淨利增速達到 14.7%，相比 22%的行業整體利潤增長，內生部分
占比約為 66.8%，外延帶來的業績貢獻約為 33.2%。梳理 16 年內生高增長電腦公司可以發現，多集
中于智慧安防、大資料/基礎 IT、資訊安全/自主可控，以及部分金融 IT/互聯網金融、金融機具方向。
從估值角度看，目前行業 PE 估值 35 倍（對應 17 年 wind 一致預測 eps），如果看 18 年 PE 估值在
27 倍左右，已經接近 10 年歷史底部位臵。我們以推薦 big name 公司和二線優質成長為主。建議關
注海康威視、大華股份、東軟集團、新大陸、華宇軟體、廣聯達、創意資訊、銀信科技等。
風險提示。短期市場波動風險。

有色金屬：電解鋁去產能工作穩步推進
電解鋁去產能工作穩步推進：2017 年 4 月，國家環保部決定對京津冀及周邊通道“2+26”城市展開
為期一年的大氣污染防治強化督察工作。這是國家層面直接組織的最大規模行動。實施範圍涵蓋北
京、天津，以及山東、山西、河南和河北的 26 個城市，簡稱“2+26”城市。計畫在冬季採暖季，
以停產的電解槽數量計，電解鋁廠限產 30%以上；以生產線計，氧化鋁企業限產 30%。據安泰科預
計，該方案的實施將使電解鋁和氧化鋁產量減少約 90 萬噸和 190 萬噸。
據安泰科統計，中國電解鋁產能主要分佈在山東、新疆、內蒙古、河南等地。從 4 月至今，主要電
解鋁產區陸續出臺相關政策，穩步推進電解鋁去產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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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5 日新疆昌吉州人民政府發佈通知稱，決定停止 3 家企業違規在建電解鋁產能項目建設。4 月
27 日,內蒙古出臺整改方案，通遼市政府已經責兩項未取得產能臵換指標的違規專案停產停建，落
實產能臵換指標，在辦理產能臵換手續前,不得複產複建。4 月 26 日河南省政府印發檔，要求對鋼
鐵、電解鋁、水泥、平板玻璃、船舶等產能嚴重過剩行業的項目，不得備案新增產能項目。5 月 4
日，山東省政府辦公廳發文表示要修訂並發佈安全、環保、能耗限額等領域的地方標準，倒逼重點
行業過剩產能退出。5 月 10 日，濱州發改委在其官網上公佈清理整頓電解鋁違法違規專案專項行
動舉報電話。
風險提示：政策風險、電解鋁生產企業增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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