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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經濟
經濟保持穩定，貨幣政策難松——2 季度經濟資料點評
經濟保持平穩。2 季度 GDP 同比增速 6.9%，較 1 季度持平，仍處一年半以來高位。上半年 GDP 同
比增速 6.9%，高於 6.5%的年度增長目標，保增長壓力暫緩。2 季度 GDP 平減指數 3.9%，雖較 1 季
度小幅回落，但仍處於 12 年 6 月以來的 次高點。從支出看，2 季度消費對 GDP 增長貢獻率回落至
63.4%，仍是中流砥柱，投資上升至 32.7%。從生產看，2 季 度第二產業對 GDP 增長貢獻率上升，
增速較 1 季度持平，第三產業貢獻率回落，增速也小幅下滑。工業、投資對 2 季度 經濟增長貢獻
率回升。
工業增速回升。2 季度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速上升至 6.9%，其中 6 月同比增速 7.6%、與 3 月高點持平，
季調環比增速也大 升至 0.81%。6 月工業增速走高，印證製造業 PMI、發電量增速雙雙回升。6 月
各工業行業增加值增速漲多跌少，尤其中 遊加工組裝、原材料加工行業，增速普遍上升。6 月主要
工業品日均產量增速漲跌互現，上游原油加工量略降，中游粗鋼、 有色金屬大漲而乙烯、水泥小
幅回落，下游汽車創 4 個月新高。考慮到 7 月基數效應大幅上升，我們預測 7 月工業增速降 至
6.5%。
投資緩中趨降。2 季度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速 8.3%，較 1 季度 9.2%小幅回落，且製造業、基建、
房地產三大類投資增速 均回落。但 2 季度各月投資增速走勢呈“U 型”回升，6 月當月增速創 3 個
月新高至 8.6%，三大類投資中：製造業回升 至 6.7%，反映前期終端需求改善已傳導至中上游，加
之盈利仍保持高增長，製造業企業信心仍強；基建投資反彈至 17.3%， 考慮到去年同期高基數實屬
不易，其背後仍是積極財政的支撐；地產投資增速微升至 7.6%。去年 4 季度地產銷量增速大 跌，
對當前地產投資的拖累正在顯現。我們預測 7 月投資增速回落至 8.4%，7 月地產投資增速回落至
6.9%。
地產需求緩降。2 季度全國商品房銷售面積增速 14.1%，較 1 季度回落。但 6 月當月增速反彈至
21.4%，主要緣於去年同 期基數較低。而 6 月全國商品房待售面積增速繼續下滑至-9.6%，全國商品
房存銷比（待售面積/近三個月銷售面積均值） 已降至 4.2 個月，創 13 年以來同期新低。庫存去化
順暢令房企拿地意願回升。6 月土地購臵面積增速從 5 月的-1.4%跳升 至 19.7%，而新開工面積增速
略回升至 14%。
可選提振消費。6 月社消零售名義同比增速創一年半新高至 11%，實際增速小幅上升至 10%，限額
以上零售同比增速創三 年新高至 10.2%。其中必需消費漲少跌多，糧油食品飲料煙酒類、服裝鞋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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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紡織品類零售增速均回落。可選消費普遍回升，雖然石油及製品類零售增速繼續下滑，但汽車、
通訊器材、傢俱和建材類零售增速均回升。我們預測 7 月零售增速略 降至 10.6%。
基數效應來襲。2 季度 GDP 增速走平，其中工業升、投資降，而 6 月當月工業、投資增速均短期反
彈。但考慮到去年 3 季度發電量增速、主要工業品產量增速、鐵路貨運量增速等工業相關資料基數
普遍跳升，3 季度經濟依然面臨考驗。我們 預測 3 季度 GDP 同比增速回落至 6.6%。

策略點評
冰火兩重天源於業績——中報預告分析兼論風格
中小板、創業板中報預告已披露完畢，測算上半年淨利同比為 32%、7%，一季度為 27%、11%，中
小板預告大多為 4 月發佈。②創業板、創業板指、前 20 只權重股二季度淨利同比 4.6%、-19.3%、51.4%，一季度為 11.1%、-9.1%、-19.6%， 權重股業績領跌。③風格取決於盈利趨勢和投資者結構，
上證 50 與創業板指盈利增速裂口繼續拉大，與 2013 年正好相 反。 風險提示：業績預告與實際公
佈業績存在差距。

行業與主題熱點點評
公用事業：LNG 海氣套利分析
LNG 為我國天然氣進口主力。受經濟結構改善以及環境氣候政策推動，我國未來將減少對煤炭的
依賴，提高燃氣為代表 的清潔能源的一次能源比重。BP 預測，燃氣在我國一次能源消費中的比重
將從 2016 年的 6.2%提高到 2035 年的 11%。 2016 年，我國天然氣消費量 2103.4 億立方米，同比增
長 8%，是 2007 年消費量的 2.88 倍。消費快速增長，拉動進口增 長迅速，2016 年我國天然氣進口
依賴度達到 36.06%。燃氣進口中 LNG 進口占到 51.74%，為主要的進口氣源。 LNG 氣源進口經濟
優勢明顯。1）自 2014 年以來，國際天然氣現貨價總體均呈下降趨勢，2016 年，日本、美國、德國、
英國的天然氣現貨價分別為 1.66、0.59、1.18、1.12 元/立方米。2）目前，我國 LNG 進口均價為
1.72 元/立方米，而國 內主要廠商 LNG 出廠均價為 2.04 元/立方米，海外進口 LNG 相比國產 LNG
具有價格優勢。3）2017 年 5 月，我國自土 庫曼斯坦、緬甸進口管道氣均價分別為 1.21、1.98 元/立
方米 ，中俄東線價格接近 2.37 元/立方米，目前 LNG 進口價相 比中緬、中俄線便宜，相比中亞線
貴。4）終端使用者上，全國 LNG 到貨價均價為 2.37 元/立方米，民用氣、工業用氣、車 用 LNG 全
國均價分別為 2.51、3.15、3.42 元/立方米，考慮到氣化及運輸成本，LNG 終端車用更具經濟性。
未來趨勢：上游氣源多樣化與下游交易市場化。1）上游：我國 LNG 接收站產能將從現在的 5770
萬噸/年提高到未來的 1.59 億噸/年以上，除傳統澳大利亞、卡塔爾、印尼等 LNG 進口氣源外，未
來美國的 LNG 進口增長潛力巨大。同 時我國管道天然氣進口輸氣能力 2020 年相比 2016 年至少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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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2.46 倍。2）下游：2016 年 11 月 26 日，上海石油天然氣 交易中心正式投入運行，實現了天然氣
的現貨交易。2017 年上半年，交易中心完成交易量 163 億立方米，同比增長 318%。 2017 年全年交
易量目標為 500 億立方米，預計占全國天然氣消費量的 12%。隨著氣源多元化以及改革推動下的制
度完善， 未來下游燃氣市場化交易比重將快速提升，燃氣價格也將更加靈敏，與國際市場接軌。
投資建議。氣源多元化和改革背景下，氣價下行，利好下游用戶側，建議關注：深圳燃氣、派思股
份、福耀玻璃。
風險提示。（1）國際 LNG 現貨價格波動。（2）LNG 接收站投產進度不達預期。（3）改革推動國
內管道氣價格迅速下降， 每日早報 7 請務必閱讀正文之後的資訊披露和法律聲明 LNG 套利空間減
少。

商業貿易：三隻松鼠的“松鼠帝國”是如何建成的？
三隻松鼠憑藉先發優勢，利用堅果和互聯網平臺迅速打開市場，隨後用極致的服務體驗和人格化的
IP 形象不斷鞏固其龍 頭地位，佈局線下投食店和松鼠小鎮、投資動漫二次元等策略，成功創造出
獨特的松鼠文化，逐漸把公司從一個隻賣堅果 的互聯網零食商打造成一個吃住玩遊養娛一體化的
松鼠世界。
開創零食新零售模式，實現跳躍式增長。①2012 年成立以來，在 B2C 平臺線上銷售，開創了迅速
新鮮的互聯網食品零售 模式。2012 年雙 11 銷售 766 萬，居食品電商第 1；2016 年雙 11 銷售 4.35
億（2012-16 年 CAGR 達 175%）。2013 年 收入超 3 億，2016 年達 44.23 億，2014-16 年 CAGR 119%；
2015 年扭虧，實現淨利 897 萬，2016 年淨利 2.37 億，淨 利率 5.35%。②創始人章燎源持有 48.34%
表決權股份。已遞送 IPO 招股說明書（申報稿），若成功上市，以 2017 年 1 月至今上市次新股股
價達相對穩態後平均 64.87 倍 PE 測算，市值有望達 160 億元。
豐富產品線，強化經營管理。①拓展全品類休閒食品，提升毛利率：公司抓住 2012 年線上無全國
堅果品牌的藍海，以堅 果為主打，採取直接、低價的行銷方式，迅速佔領市場；隨後逐漸拓展品
類，且計畫未來每年仍上線 20-30 款新品，形成 以堅果為主、覆蓋其他高毛利率休閒零食的產品結
構，毛利率由 2014 年 24.2%提升至 2016 年的 30.2%。公司目前擁有 堅果、乾果、果乾、花茶、零
食以及禮盒等共計 200 多種產品，其中堅果 2016 年收入占比 70%、毛利占比 65%。②費 用率低於
同業，運營高效：公司採用線上銷售模式，主要費用項為運輸費、推廣費和平臺服務費，和百草味
相比，公司主 要費用率擁有明顯優勢；與線下可比公司來伊份和鹽津鋪子相比，公司 2016 年主要
費率 12.62%，低於來伊份的 14.24% 和鹽津鋪子的 13.21%，且 2014-16 三年平均值未體現線上線下
運營費用端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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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致購物體驗，客戶至上。章燎源撰寫《松鼠服務秘笈》，推出客服十二招，奉行“客戶就是上帝”
服務理念。①情感營 銷：將傳統的賣家與買家關係轉化為寵物與主人的親密互動關係；②全管道
購物體驗：通過線上平臺+線下投食店，將線 上購買與線下體驗融合，計畫未來收入 70%線上、
30%線下；③高效的物流配送：已在 10 個城市設有配送中心或城市倉， 日最高處理訂單量約 125
萬單，當日下午 4 點前下單當日配送，大部分地區可當日達和次日達。公司 2014-16 年訂單平 均退
換率僅 0.34%；截至 2016 年，各線上平臺累積購買用戶超 3800 萬人，複購率超 35%。
著眼低線城市，兩年佈局 100 家門店。公司目前已在蕪湖、蚌埠、蘇州、南通、南京、無錫開設 6
家線下投食店，提供新 品試吃、周邊展示、互動遊戲等功能；蕪湖店 300 平米開業首月銷售 240 萬，
毛利率 40%，估計穩定後月銷售約 100 萬。 公司計畫 2017 年開設 36 家門店，2018 年開 64 家，不
考慮為線上引流，測算 2017、2018 年可貢獻增量收入 1.4 億-1.7 億、7 億-8.4 億，各占 2016 年收入
3.2%-3.9%、15.8%-19.0%，貢獻毛利 3583 萬-6880 萬、1.75 億-3.36 億，各占 2016 年毛利 2.7%-5.2%、
13.2%-25.3%。若考慮線上線下引流效應，預計收入毛利彈性更高。
進軍文娛產業，IP 形象不斷深化。①極具辨識度的松鼠小賤、松鼠小酷、松鼠小美品牌 IP 符合年
輕一代審美標準，可愛 呆萌的卡通形象拉近了與消費者的距離。②以植入電視劇、二次元歌曲、
電影動畫等娛樂化手段，提供有內容的娛樂休閒 產品，增加品牌曝光度，深化 IP 形象。與功夫動
漫合作的以三隻松鼠為主角和片名的冒險動畫喜劇已進入收官階段，預計 2017 年上映。③將 IP 形
象融入住宿、娛樂、健康、餐飲等的松鼠小鎮預計 2017 年 10 月開工，2019 年免門票運營， 打造
吃住玩遊養娛一體化的松鼠世界。我們認為，在保證產品品質的前提下，通過電商+投食店+松鼠小
鎮+娛樂產業的跨 界經營，有望進一步增加公司基礎流量和客戶忠誠度，完善松鼠帝國版圖，看好
長期發展空間。
風險提示：食品安全問題；平臺客戶集中度高的風險；市場競爭加劇；線下門店擴張不及預期；公
司 IPO 尚未獲證監會核 准，申報稿不具法律效力，僅預先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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