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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經濟
繁榮過度，物極必反？——金融、地產繁榮背後的隱憂
金融業過於龐大。過去的十年可以說是我國金融業飛速發展的時期，如果從近三年的年化增速來看，
私募基金為 130%，基金子公司專戶 123%，基金公司專戶 74%，券商資管 51%，均在 50%以上；基
金公司公募增速 45%，信託 23%，保險 20%，增速也都遠高於 GDP 增速和 M2 增速。從宏觀角度看，
我國金融業增加值占 GDP 比重 05 年時不足 5%，但截至 2016 年底，這一比重達到了 8.4%，而美國
和日本這一比值的歷史高位分別在 7.7%和 8.5%。
房地產膨脹更嚴重。2008 年以來，我國房地產增加值占 GDP 比重累計上升了 2 個百分點，相比之
下其他國家反而穩中有降。如果考慮到間接效應，房地產對經濟影響要大得多。根據我們的測算，
我國 1/3 的經濟與房地產有關。2016 年 6.7%的 GDP 增長中有 2.4 個百分點是由廣義房地產行業拉
動起來的，2016 年地產對 GDP 增長貢獻率高達 36%，而 2015 年貢獻率僅為 25%。
地產和金融盤根錯節。事實上，我國金融業和房地產是綁在一起的，共同主導著經濟走勢。首先，
每 1 單位廣義房地產 GDP 可以拉動接近 0.2 單位的金融業 GDP，拉動幅度僅次於採礦業。其次，
房地產相關行業貸款占全部貸款比重達到 34%，其發行的信用債存量占非金融信用債總量的近 50%。
最後，“影子銀行”體系中，地產相關行業的融資也很多。
繁榮背後有風險。從各國經濟發展經驗來看，金融和地產共同繁榮的背後往往蘊含著危機。以日本
為例，上世紀 80 年代“地產熱”疊加金融自由化，大量資金流入房地產市場。日本金融業增加值
占 GDP 的比重從 1980 年的 3.3%快速上升到 1989 年的 5.4%。但最終政策收嚴後，房地產泡沫破滅。
美國 80 年代的儲貸危機，也是金融自由化和地產泡沫膨脹的結果。
繁華落盡歸何處？自去年四季度以來，房地產調控政策收緊，地產銷售增速從高點時的 56%逐步下
降至不足 10%。而房地產銷售增速要領先投資端 6 個月左右，所以不管房價調整與否，未來地產投
資增速大概率會下降，經濟下行壓力會逐步凸顯。而金融去杠杆帶來的各種利率中樞的抬升，勢必
會加速房地產市場調整和經濟下行。短期來看，穩增長壓力較小，去杠杆、防風險的政策預計不會
放鬆。但隨著經濟下行壓力逐步體現，未來政策可能遇到兩難選擇。長痛還是短痛，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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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漂亮 50 對比
朝花夕拾：美股漂亮 50 行情的誕生、演繹及分化。①美股漂亮 50 誕生的背景是經濟邁入消費升級
時代和市場估值中樞下移。此外，“電子熱”和集團並購化浪潮泡沫輪番破滅，投資者開始重視基
本面。在泡沫破滅後美國證監會（SEC）也吸取教訓，加強市場監管，要求新股發行者至少獲得一
家經美國證監會認證的機構評級，基金從業人員不能從事有關欺詐交易和操縱市場等行為。②漂亮
50 的走俏佐證從長期來看股市是稱重機，好股票用業績說話。短期股價波動受到市場情緒、流動
性等因素影響，但長期看業績將是決定股價走勢的重要變數，漂亮 50 公司也不例外。③優質漂亮
50 公司的制勝法寶：
全球化戰略+品牌化經營。1990s 年代以資訊技術革命為中心的高新技術迅猛發展，衝破地理位臵的
局限，推動全球經濟進一步走向融合，企業進行全球化戰略為大勢所趨。優質的品牌代表著高品質
和信任感，在企業進行國際化經營時，優質的品牌往往是加分項。
繼往開來：A 股掀起漂亮 50 行情。①在經濟轉型期，消費升級正在進行中。四大因素驅動本輪消
費升級加速：一是人均 GDP 邁過拐點，二是基建的消費效應出現，三是管道下沉和產業轉移，四
是人流和消費傾向變化。②在震盪市中，投資者追求更好的估值和業績匹配度。究其根本原因有三：
一是散戶占比下降，絕對收益類資金快速增長；二是中小創絕對估值高企，估值中樞下移壓力大；
三是中小創淨利增速放緩，主機板淨利增速回升。③監管層加強管理，引導市場向價值投資回歸。
自 2016 年新任證監會主席上任後，其所宣導的依法監管、全面監管、從嚴監管的全新監管理念開
始根植於市場。
監管層相繼對借殼上市、定增發行進行嚴格規定，還強化退市執行力度，加快 IPO 發行速度。A 股
風格也在悄然發生變化，市場對概念股、次新股、殼資源等投機炒作之風得到抑制，業績穩定增長
的白馬股更受追捧。
探驪得珠：A 股漂亮 50 在哪裡？尋找中國的漂亮 50 公司，關鍵是要找到國內具有發展潛力的自主
品牌。①我國自主品牌正在崛起，酒類、家電、傢俱、院線、社交平臺、電商、金融等領域湧現品
牌龍頭。具體如貴州茅臺市值 753 億美元，全球最大酒類公司帝亞吉歐為 825 億美元，兩者非常接
近；格力電器、美的集團市值分別為 289、335 億美元，而海外家電龍頭飛利浦、惠而浦分別為 328、
136 億美元。②我國其他大部分行業龍頭市值規模與國際龍頭相比差異較大，還處於發展初期階段。
在日用家化方面，作為全球最大的日用品公司寶潔的總市值為 2214 億美元，而國內家化龍頭上海
家化僅為 28 億美元。此外，我國某些領域還未出現形成具有競爭力的龍頭企業，如美國軟體龍頭
微軟、連鎖速食龍頭麥當勞、飲料大王可口可口，對於這些領域而言，中國自主品牌還有更長的路
要走。
風險提示：業績不及預期、經濟增速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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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市導航
金融：價值轉型將加速，理財型業務增長受限——保監會最新理財型產品政策點評
1、保監會發佈《關於規範人身保險公司產品開發設計行為的通知》，鼓勵發展終身壽險和健康保
險等保障型產品，並對理財型保險產品施加了進一步的限制：
主要限制政策 1：“兩全保險產品、年金保險產品，首次生存保險金給付應在保單生效滿 5 年之後，
且每年給付或部分領取比例不得超過已交保險費的 20%”。
主要限制政策 2：“保險公司不得以附加險形式設計萬能型保險產品”。
執行時點：保險公司需在 2017 年 10 月 1 日前完成自查和整改。
對於各類保險產品的定位：1）定期壽險和終身壽險產品應重點服務於身故風險的保障規劃；2）長
期年金保險產品應重點服務于長期生存金、長期養老金的積累；3）健康保險產品應重點服務於看
病就醫等健康保障規劃，並不斷提高保障的覆蓋面。
2、主要限制政策 1 的具體影響：主力理財型產品均需進行更新換代。當前市場上兩全險和年金險
等理財型產品的首次生存保險金給付一般均在保單生效滿 1 年或 3 年之後，因此幾乎所有理財型產
品均不滿足“5 年之後”的政策規定。當前的產品必須在 2017 年 10 月 1 日前完成更新換代，新產
品由於生存金給付（即保費返還）時間後延，其銷售難度會增加。
3、主要限制政策 2 的具體影響：公司將無法再通過附加萬能險來促進主險的銷售。目前保險公司
開門紅期間對於理財型產品的銷售方式一般是“分紅型或傳統型的兩全險或年金險+附加萬能險”，
通過附加萬能險較高的結算利率來提升保險組合的吸引力，從而促進主險的銷售。這種銷售方式的
叫停同樣會增加理財型產品的銷售難度。
4、綜合影響：降低理財型業務的新單保費增速，進一步提升保障型業務占比和新業務價值率，促
進保險公司的價值轉型和死差改善的進程。1）監管新政會增加理財型業務的銷售難度，從而抑制
2018 年開門紅及全年的新單保費增長。但限制政策對於中小保險公司的影響程度遠大於上市保險
公司，可減少行業的競爭程度。2）理財型業務的新業務價值率相對較低，在健康險等保障型業務
快速增長的情況下，對於 NBV 的負面影響有限。中國平安 2016 年年報披露長期保障型業務的新業
務價值率高達 82.9%，遠遠高於長交理財型（31.0%）和短交理財型（15.3%）的水準。因此相同規
模的長期保障型首年保費帶來的 NBV 分別是長交理財型和短交理財型的 2.7 倍和 5.4 倍。因此保障
型業務占比的增加能夠大幅提升新業務價值率，對於 NBV 增長起到長期的支撐作用。
5、監管新政抑制保費增長，但極大地強化了價值轉型進程。上市保險公司利率上行與價值轉型邏
輯依然成立且逐步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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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股價對應中國人壽、中國平安、中國太保、新華保險 2017 年 PEV 為 1.02、1.02、0.92、1.03 倍，
推薦。
風險提示：權益市場下跌導致業績估值雙重壓力。

傳媒：看好傳媒反彈機會，推薦遊戲台塊，精選影視個股
1、本周以來傳媒指數整體上漲 2.7%，同期上證指數上漲 0.46%，創業版指上漲 2.5%，昨日傳媒板
塊領漲，已經呈現明顯的相對收益。Q1 傳媒板塊機構整體低配，且估值處於底部區間，我們觀察
到近半個月以來雖然大盤有所調整但板塊已經呈現較強抗跌性，本周開始出現明顯反彈跡象。我們
板塊“低配+底部”帶來“抗跌+成長”，看好傳媒反彈行情，而反轉尚需觀察。
2、板塊方面看好估值消化多、增速好、確定性高的遊戲和影視。推薦年報季報高增長、全年業績
確定性強的遊戲龍頭（完美世界、三七互娛、遊族網路、中文傳媒）；影視方面則看好在進口片帶
動下 Q2 及下半年的票房反彈，主推（萬達院線、中國電影、慈文傳媒）。自下而上選取前期超跌
且具有一定行業壁壘的公司（視覺中國、分眾傳媒）。
風險提示：行業增速下滑風險，單項目表現不及預期，市場競爭趨於激烈。

金屬材料：短期金價反彈，關注估值回落幅度較大標的
金價短期反彈，1）6 月美聯儲加息利空正逐步消化，利空影響減弱；2）東亞地緣政治風險持續發
酵，避險情緒提升；3）英國大選臨近，或成為金價下一個支撐要素。我們認為中期而言，金價反
彈有限，6 月加息預期強，金價仍在下行通道裡。
我們長期看好貴金屬價格上升。貴金屬板塊估值已經大幅回落，目前建議關注估值已回落的公司。
合規提示：約定購回持有盛達礦業 2.2141%。
風險提示：中國 A 股回檔風險導致估值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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