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 05 月 15 日

宏觀經濟
債券非標萎縮，貸款依舊多增——4 月金融資料點評
5 月 12 日央行公佈 2017 年 4 月金融統計資料：4 月新增社融 1.39 萬億，同比多增 6133 億；M2 增
速由 3 月的 10.6%降至 10.5%；當月金融機構貸款增加 1.1 萬億，同比多增 5422 億。我們的觀點是：
債券非標萎縮，貸款依舊多增。
債券、非標大幅回落。4 月新增社融總量 1.39 萬億，環比少增 7000 多億，同比多增 6133 億。其中
對實體貸款新增 1.08 萬億，同比多增 5164 億；金融去杠杆壓縮非標增長，表外委託、信託貸款、
票據融資僅新增 1770 億，大幅走弱；債市利率飆升令企業債淨融資仍維持在 435 億的低位。債券、
非標銳減的情況下，信貸成為社融主要方式。
信貸同比高增。4 月新增金融機構貸款 1.1 萬億，同比多增 5422 億。其中居民中長貸微降至 4441
億，增速仍不低，但地產銷售降溫以及監管趨嚴未來會繼續向房貸傳導；4 月地方債對信貸衝擊減
弱，再加上貸款對發債、非標形成一定替代效應，4 月非居民中長貸增長 5226 億。
社會加政府融資回落。雖然 4 月份社會融資總量同比多增 6133 億，但 4 月份政府融資大幅萎縮、
同比下降 7187 億，因而加總以後的社會加政府融資依然同比少增，而且是連續第二個月同比下降，
總融資餘額增速也從上月的 15.3%繼續下降至 15%。
經濟增速趨降。本輪經濟反彈的重要原因是 15 年以來的債務臵換和地產繁榮增加了實體融資需求，
但今年以來債務臵換大幅減量，而地產調控也日趨嚴厲，社會加政府融資持續萎縮，也意味著後續
經濟增速將持續回落。
M2、M1 增速續降。儘管貸款增速好於去年同期，但 4 月財政存款季節性回升，央行去杠杆收緊基
礎貨幣，M2 同比微降至 10.5%。4 月 M1 增速繼續回落至 18.5%，主要是受地產銷售降溫、金融去
杠杆影響，預計未來這一趨勢仍會延續。
貨幣維持緊平衡。4 月以來經濟高位回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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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億，3 月末金融機構超儲率降至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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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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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矛盾是結構
1.金融監管是誘導，結構性高估是內因
這輪下跌高估值、小市值公司是重災區。從指數來看，創業板指跌幅最大，接近 10%，上證綜指跌
幅 8.5%，上證 50 跌幅僅 3%。不同行業和不同市值規模的公司之間表現差異同樣較大：一方面從
PE 和行業漲跌幅散點圖表現來看，高估值行業跌幅更大。PE 較高的機械、電腦、軍工等行業跌幅
14%以上，PE 相對較低保險、家電、銀行等板塊漲跌幅分別為 0.8%、-3.6%、-5.8%。另一方面小市
值公司跌幅更大，40 億以下小市值公司下跌幅度平均在 20%左右，40 億-100 億市值區間的公司下
跌幅度平均 13.5%，而 500 億以上市值公司平均跌幅不超過 4%，跑贏上證綜指和滬深 300 指數。
2.中期需要時間，短期反彈開始
中期看，第二波機會仍需等待，密切跟蹤政策和基本面變化。各家銀行將在 6 月 12 日前報送自查
報告，督查、整改政策的執行情況仍需跟蹤，且 6 月中旬美聯儲有議息會議，年中資金面季節性緊
張仍是個考驗。一季度高點後二季度經濟增長和企業盈利狀況到底如何，回落幅度多大需要確認。
成交量、換手率等情緒指標也顯示市場需要些時間，對比 2016 年 1 月底以來幾次市場調整後的磨
底階段，全部 A 股成交量都調整到 250 億股左右，換手率都降到 160%左右，最近一周成交量平均
320 億股，換手率 197%。
3.應對策略：優化結構
短期步入反彈，中期轉機仍需等待。市場的中期格局仍定性為震盪市，盈利改善對抗資金略緊，金
融監管不是貨幣政策系統性收緊，宏觀背景類似於 2013 年。4 月 25 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明確，堅持
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 確保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宏觀自上而下分析，系統性機會和風險都不大，
考慮管理層調控，市場整體波幅可能處於歷史低位元，所謂系統收斂。
市場的核心矛盾是結構性高估，或者說結構性估值和盈利的不匹配，通過結構分化來消化，所謂結
構發散。短期而言，監管基調柔化、個股跌幅中位數已達 15%，短期步入反彈期。中期轉機仍需時
間，跟蹤後續監管政策落地情況、二季度巨集微觀資料。17 年盈利將步入 U 形底的右側，預計全
年 A 股淨利潤同比 14%，ROE 回升到 10.1%。
優化結構，一線龍頭+金融股。金融股低估低配本質上原因是對宏觀經濟企穩沒信心，下半年只要
經濟增長平穩，就會修復對金融股的預期，而且金融監管加強最終利於大銀行。
風險提示：經濟增速下滑、貨幣政策趨緊、通貨膨脹超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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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市導航
資訊科技服務：關於網路安全，不投機，只看龍頭，一切業績說話
事件：勒索病毒 Wannacry 全球爆發引關注。近日勒索軟體病毒 wannacry 席捲全球，至少 100 多個
國家和地區上萬台電腦感染，成為除 APT 外頭號網路威脅。我國也是重災區，企業內網，各領域
的 windows 主機、各種服務終端、伺服器等受到感染，教育網受損尤為嚴重，大量教學終端、伺服
器等遭到破壞。
安全行業新需求、新業態、新環境，積極擁抱行業變革。根據賽門鐵克的統計，近年來勒索軟體威
脅有明顯上升趨勢，甚至物聯網設備上也開始出現勒索軟體。一方面，IT 架構革新和攻防節奏加
快，圍繞威脅情報的全新防護體系和攻防能力成為重點；另一方面，IT 架構雲化也使得新交付模
式逐漸被需求和接受。我們看好那些行業內有深厚積累和品牌優勢，並且在新產品新技術以及新業
務模式大力投入，積極擁抱行業變革的龍頭企業。
行業具備長期增長基礎，看好龍頭企業，業績說話。對於安全行業，市場目前的普遍觀點是事件驅
動。我們認為，行業具備長期增長基礎，是未來中國大資料和資訊技術核心產業帶動經濟發展的重
要保障，並且現在處於政策紅利釋放和技術變革驅動疊加的關鍵時點。行業整體增速在 25%以上，
高於電腦行業平均，同時整體板塊估值對應 17 年 PE 不到 35 倍。
無論是行業增長前景還是估值和增長的匹配性角度都值得給予充分關注。
投資建議：一切以業績說話，關注過去 3 年淨利潤年均增速 25%以上的公司。資訊安全關注啟明星
辰、綠盟科技、美亞柏科，自主可控關注中科曙光、浪潮資訊，新股建議關注格爾軟體。
風險提示。安全行業需求、相關公司業績增長不及預期。

有色金屬：看好估值低、高管增持等公司
連續疲弱行情後，板塊出現了三類個股，均值得重視和儲備。
一、實際控制人或高管增持：均看重投資價值，認為股價處於底部。建議關注：興業礦業、格林美、
金誠信、錫業股份、中孚實業。按照近期跟蹤的公告披露，這個名單預計還會不斷增加。
二、定增價格倒掛：發行訴求強，偏好白馬公司。建議關注：中金嶺南、紫金礦業、明泰鋁業。
三、低估值個股：集中在加工股。可關注的標的有：鋁加工板塊：明泰鋁業、亞太科技、利源精製
造、南山鋁業。銅加工板塊：海亮股份、博威合金。礦業股：興業礦業、雲海金屬、中金嶺南、碳
酸鋰（天齊鋰業、贛鋒鋰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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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近期金屬價格異動：稀土價格繼續溫和上行，主流品種周度上漲 2-3%，核心原因在於收儲
陸續落實，預計之後仍有上漲空間。碳酸鋰價格周度上漲約 3%，需求提振。鈷價周度跌幅約 5%，
高位震盪，之後預計價格進一步上行，原因在於礦產端無法快速增產。基本金屬：等待共和黨基建
的明確信號。
風險提示。中國 A 股回檔風險導致估值下降。

鋼鐵：旺季漸過 鋼股難為
經濟環境對鋼鐵不利。房地產調控力度較大，防範金融風險不斷收緊資金供給是長期趨勢。
4 月供給壓力仍大。4 月份和前 4 個月鋼材表觀消費量將增長 6%左右，相比 2016 年鋼材需求僅僅
維持零增長，凸顯今年供給壓力明顯。更為矚目的是重點鋼企產量明顯增長。去年 4 月份重點鋼企
日均產量 170 萬噸，而今年四月約 184 萬噸，也就是說單單來自重點鋼企的實際產量增量年化就將
達到近 5000 萬噸，說明即使淘汰了中頻爐地條鋼，有資格生產的企業也能彌補該缺口。
我們認為鋼鐵股後市仍不樂觀。鋼價大跌，鋼企盈利能力大幅下降，雖然螺紋盈利尚可，但獨木難
支。我們預計，今年一季度業績是頂，二、三、四季度環比下降，因此鋼鐵股或將全年承壓。我們
判斷，大盤經過暴跌有企穩跡象，預計鋼鐵股也將跟著反彈，但空間有限。
給予行業“中性”評級。
風險提示。政策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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