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 07 月 24 日

宏觀點評
經濟通脹穩定，貨幣回歸穩健—7 月宏觀月報
經濟短期依然穩定。2 季度 GDP 增速穩定在 6.9%，6 月份工業增速跳升至 7.6%，從 6 月單月的投資、消費
和出口資料看均有改善，而 6 月的發電量增速也從 5%小幅回升至 5.2%，從各個指標來看 6 月經濟比 4、5
月明顯改善，而 2 季度經濟的穩定性要遠好於我們此前的悲觀預期。
上半年中國經濟的強勁表現主要應歸功於內需，消費和投資增速都保持穩定。從投資來看，今年以來製造業
投資增速保持低位，基建投資增速緩慢走低，而地產投資和開工增速保持在 10%左右高位，地產銷售增速保
持在兩位數以上。綜合看來，依然是地產產業鏈的表現遠超預期。
三四線地產超預期。上半年的一二線城市地產銷售全面下滑，但三四線城市地產銷售極其強勁。而從 70 城
新房價格走勢來看，一線城市已經止漲，二線城市漲幅回落，而三線城市漲幅仍高，6 月 70 個城市中所有
三線城市房價同比漲幅已經全部轉正。因此，今年以來的地產銷售超預期，主要歸功於三四線城市地產的亮
麗表現。而深耕三四線城市的碧桂園成為上半年地產銷售冠軍，引領內房股在今年上演上佳表現。
地產泡沫高潮已過。從全球城市化的發展經驗來看，人口會持續向大中城市集中，因此過去一二線城市房價
上漲，其背後有著人口流入、經濟產業、醫療和教育資源等的支撐。但本輪三四線城市房價的大幅上漲，其
實已與城市化的歷史規律相悖，其實質是歸功於地產去庫存政策，通過棚戶區貨幣化安臵在當地大量拆房、
發放房票，在短期人為製造出大量需求，這一行為確實有助於三四線城市房價的短期上漲，但由於缺乏經濟
因素的支撐，長期來看其實是比一二線城市房價更大的泡沫。
貨幣政策回歸穩健。6 月份經濟短期改善，股市、債市、商品價格齊漲，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是央行短期放
鬆了貨幣政策，讓金融機構平穩度過年中考核。但央行貨幣政策的短期放鬆，帶來的是銀行同業存單淨發行
再創新高，銀行對非銀機構投資大幅回升，金融加槓桿捲土重來。而按照金融工作會議精神，要繼續去槓桿，
堅定穩健的貨幣政策。而在過去兩周貨幣利率中樞再度回升，反映的是央行貨幣政策在短期放鬆之後回歸穩
健，其投放貨幣未完全對沖財政繳款等因素的衝擊。

債券點評
民企債風險偏好難升
公司債違約後均受償，但今後難度加大。歷史上違約的公募公司債（11 超日債、12 湘鄂債、12 中富 01）在
其違約一段時間（分別為 9 個月、11 個月、5 個月）後均全額受償，主要通過資產重組和抵押借款，主因上
市公司殼價值。但預計今後公司債遭遇違約損失概率將提高，一方面隨著公司債擴容，很多新公司債發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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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非上市公司（如五洋），而隨著 IPO 擴容，殼價值本身也在下降，另一方面，隨著個人投資者退出中低評
級公司債，保兌付動力將下降。
民企債風險偏好難升。今年以來債市對民企規避情緒不斷加重，一方面由於債券、非標等市場化融資萎縮，
民企再融資難度加大致信用風險上升，另一方面山東民企、萬達等龍頭民企等信用事件降低市場風險偏好。
未來民企再融資壓力仍大，公司債個人投資者離場也使得博弈外部支持的風險提高，而五洋債若違約將進一
步打擊市場情緒，我們給予高收益民企債投資價值趨降的判斷。

行業與主題熱點點評
石油化工：下游需求旺盛，驅動 PTA-滌綸景氣向上
2017 年 6 月以來，PTA、滌綸長絲價格上漲，價差擴大，行業景氣向上。2017 年 6 月以來，PTA 價格上漲
413 元/噸至 5195 元/噸，漲幅 8.6%；價差擴大 508 元/噸至 1787 元/噸，漲幅 39.8%。滌綸長絲價格上漲 664
元/噸至 8310 元/噸，漲幅 8.7%；價差擴大 97 元/噸至 1400 元/噸，漲幅 7.4%。PTA-滌綸產業鏈景氣向上。
下游紡織服裝需求旺盛為本輪 PTA-滌綸價格上漲的主要驅動因素。2017Q2 以來，下游紡織服裝工業增加值
月度同比增速持續上升，6 月同比增長 7.7%，為 2015 年以來最高增速。江浙織機開工率明顯回升，維持高
位震盪，二季度平均開工率達 79.88%，較一季度上漲 21.88 個百分點，PTA-滌綸需求回暖。
二季度以來滌綸長絲庫存大幅下降，預計三季度滌綸行業依舊景氣。2017Q1，滌綸長絲市場產銷整體偏弱，
行業庫存持續上行。進入二季度後，滌綸長絲庫存呈現明顯下降趨勢。截至 2017 年 7 月 20 日當周，滌綸長
絲 POY 庫存天數為 7 天，較 3 月底下降 13.8 天；滌綸長絲 FDY 庫存天數為 5.5 天，較 3 月底下降 18 天；滌
綸長絲 DTY 庫存天數 17.5 天，較 3 月底下降 10 天。進入三季度以來，滌綸庫存依舊處於低位，在銷售旺季
的帶動下我們預計三季度滌綸依然能夠維持景氣。
PTA 裝臵集中檢修疊加需求旺盛，供應偏緊、庫存低位。6-7 月，PTA 裝臵集中檢修，目前恒力石化 220 萬
噸/年、漢邦石化 60 萬噸/年和洛陽石化 32.5 萬噸/年裝臵推遲重啟，福建佳龍 60 萬噸/年檢修停車。集中檢
修導致 PTA 開工率下降，目前 PTA 整體開工率 63.3%（約 3100 萬噸有效產能）。供需關係改善帶動行業庫
存下降，目前 PTA 庫存維持在 2 天左右。庫存低位、供給偏緊，PTA 價格有望延續漲勢。
投資建議：PTA-滌綸產業鏈景氣向上：（1）下游需求旺盛，滌綸庫存下降。二季度以來，紡織服裝工業增
加值增速提升，滌綸行業庫存下降（由 20 天將至目前 7 天左右）。我們預計 2Q17 滌綸銷量大幅提升，進
入三季度銷售旺季滌綸行業有望維持景氣，價格有上升空間；（2）PTA、滌綸價格上漲、價差擴大。6 月以
來，PTA 價格上漲 8.6%，價差擴大 39.8%。滌綸長絲價格上漲 8.7%，價差擴大 7.4%。（3）行業整體處於去
產能週期。目前翔鷺、遠東 PTA 裝臵重啟推遲，PTA-滌綸新增產能有限，供需情況逐漸改善；（4）議價能
力提升。2016 年我國 PX 對外依存度接近 60%，隨著未來幾年 PX 產能加速投放（2020 年前新增 2000 萬噸），
下游 PTA、滌綸議價能力有望提升，盈利性得以增強；（5）行業龍頭紛紛延伸產業鏈，抗風險能力將得以
增強。建議重點關注產業鏈龍頭公司榮盛石化、桐昆股份、恒逸石化、恒力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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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提示。下游需求回落、長絲價格大幅波動、原油價格大幅波動等。

煤炭：未來焦煤股可看好
繼我們 7 月 16 日《關注焦煤股投資機會》後，焦煤股上週一下跌，之後整體漲幅近 20%，未來焦煤股仍值
得參與。1、6 月房屋新開工面積 20541 萬平方米，同比+14%（5 月+6%）。2、7 月上旬重點鋼企日粗鋼產量
高位環比-0.91%，庫存增長仍慢。3、6 月全國原煤產量 3.1 億噸，同比+10.6%，環比+3.6%；下半年預計新
增產能 2 億噸（新浪新聞），但還需多部門審核。仍然建議關注所有焦煤股：潞安環能，平煤股份，冀中能
源，山煤國際，上海能源，中煤能源，陽泉煤業，兗州煤業，陝西煤業。

風險提示：內蒙安檢結束，產能會有增長，政策實施時間和力度不確定，去產能慢於預期。

房地產：長租主題持續發酵，“資產+管理”兩大維度選擇標的
1）預計租賃市場將成為行業長效機制重要構成。構建銷售外多層次供給體系是本屆政府重要發展思路。2）
“資產+管理”兩大維度選擇標的。政府已明確支援長租市場，支援長租類企業中長期發展，預期後期行業
集中度和盈利模式都有望大幅提升：
資產類：直接擁有長租類資產，萬科 A（年內發展 10 萬套計畫）、世聯行（年內發展 10 萬套計畫）、龍湖
地產
管理類：相關指導意見已明確發展對應金融支持方案，包括 REITS、公積金補貼制度、地方政策鼓勵物業公
司轉型等，建議關注世聯行、嘉寶集團、國創高新（收購 Q 房網）、福星股份（物業眾籌平臺）。

風險提示：長租目前處於開始階段，業務模式並不成熟。

農業：週期炒作情緒抬頭，首選配臵禽鏈；飼料月度銷量提速，關注龍頭個股
週期炒作情緒抬頭，首選配臵禽鏈。我們認為上周農業板塊方面值得投資者關注的現象是南寧糖業、中糧糖
業、貴糖股份三隻食糖股的反彈。在持續了數月的低迷態勢之後，中糧糖業與南糖出現了 5%左右的日內大
幅上漲行情，貴糖股份於 7 月 20 日漲停。我們認為此次糖業股集體反彈，更多因素是來自週期炒作情緒的
抬頭。當前市場風格下，從價格反彈確定性角度看，禽鏈是首選配臵標的。近期白羽肉雞父母代在產存欄量
有反復，整體趨勢仍然向下，短期市場情緒或有波動，建議逢低佈局。
建議關注：民和股份、聖農發展與益生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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飼料月度銷量提速，關注龍頭個股。我們判斷飼料行業 7、8 月份銷量同比增長將提速，市場情緒或有提振。
主要原因：1）2016 年低基數效應。2016 年 5、6 月份大豆價格快速上漲，導致飼料下游客戶提前備貨，導
致 2016 年 5、6 月行業飼料銷量同比大幅增長，而 7、8 月份則偏低。2）當前大豆漲價預期或推動飼料下游
客戶提前備料，提升短期銷量。2017 年 6 月末以來，受美國中北部地方旱情的影響，CBOT 玉米、大豆、小
麥期價均出現大幅上漲行情，也帶動現貨價格同步變動。我們認為國內飼料企業下游客戶或提前備貨，疊加
去年同期的低基數，短期內有望觀察到行業飼料月度銷量同比提速。
我們推薦海大集團，建議關注大北農。

風險提示：農產品價格大幅下滑。

紡織與服裝：優質供應鏈再思考——從國際快時尚品牌的供應商看優質供應鏈的未來
優質供應鏈主題自 5 月被我們提出後，快速被市場認可和擴散。之前我們更多從“專注於細分領域的製造商”
的角度來論證，重點推薦了健盛集團、孚日股份等優秀的製造企業。近期，我們從快時尚品牌供應商的角度，
對於“優質供應鏈”的價值進行再度思考。
東南亞國家的人工成本及稅率顯著低於國內，但是產業配套不夠完善、人工素質較低，目前多從事常規性的
生產，無法單獨承接和完成快時尚品牌的高要求訂單。全產業鏈配套、一體化服務、領先的研發設計能力、
較高的人員素質等是目前國內優質供應鏈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所在。
優質供應鏈呈強者恒強的趨勢。下游品牌越加注重規模、品質、交期，同時，考慮到品牌商與多個供應商直
接對接的效率偏低及發生品質問題難以追溯，品牌採購有縮減供應商的趨勢，未來優質供應鏈企業的訂單有
望進一步集中。
小單、快反、非標品是服裝行業的發展趨勢之一，具備柔性化生產能力的企業競具備顯著競爭優勢。ZARA、
MANGO 等快時尚品牌，從下單到交貨的時間一般為 6-8 周，快速翻單的一般為 4 周，最快的可以做到 2-3
周。甚至以大批量、基本款知名的優衣庫的採購模式也趨向於更快，通過降低首單比例，加快補單速度實現
對消費者需求的快速反應。在此背景下，具備柔性化生產能力的企業具備顯著的競爭優勢。
以申洲國際為代表的大製造商與一體化的供應鏈服務商並不衝突，代表兩個方向。大型製造商的優勢體現在
優勢品類的規模效合服務能力上，供應鏈服務商的優勢體現在設計+製造輸出以及綜合採購優勢，多品類、
非標性更強。
“國內企業設計能力差”系誤讀，目前國內很多優秀的供應鏈企業均具備設計能力，快時尚品牌的設計很多
由品牌商與供應商共同完成，供應商也會定期提供設計供品牌商進行選擇。對國際時尚流行趨勢、消費者需
求的快速反應是核心競爭力。例如 ZARA 可以做到 2-4 周內實現將流行元素轉變為終端門店的商品，而國內
很多品牌的這一時間則長達數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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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給側出清&需求端快速變化的背景下，服裝供應鏈端也在快速分化，優質供應鏈多處於訂單供不應求、篩
選客戶的狀態，而高素質熟練人才是限制企業快速產能擴張/客戶擴張的主要限制因素。
建議關注：迎消費升級之風，受益全球貼身衣物消費快速成長紅利的健盛集團、受益前端模式反覆運算，
“堅守”價值日漸凸顯的孚日股份、全球色織龍頭，未來有望分享定制紅利的魯泰 A 、縱向一體化和自動
化的標杆，仍在成長的全球針織製造霸主申洲國際、深度管理供應鏈的典範，全方位支撐快時尚品牌的隱形
冠軍江蘇國泰。

風險提示：原材料價格波動、匯率波動、訂單轉移、終端零售惡化。

造紙輕工：板塊上漲反映漲價預期，廢紙供應緊縮支撐外包裝紙行情
造紙板塊從 5 月下旬開始股價表現十分優異：晨鳴紙業、太陽紙業、山鷹紙業、博匯紙業這樣的龍頭紙企漲
幅都在 30%以上，我們認為主要由以下幾點原因：1）造紙行業中報業績十分優異。已披露龍頭企業的中報
預告都是自 2012 年以來的最好水準；2）6-7 月處於環保政策發酵期。政策包括 7 月份前需要完成環保許可
證的核發工作、第四批環保督查在 7 月下旬開展、以及 7 月 1 號為期一個月的打擊進口廢物加工利用企業專
項行動的開展，這些環保政策都在不斷出清市場的中小產能，對龍頭集中度的提升持續利好；3）對下半年
紙價漲價預期的反映。二季度普遍是一個造紙的淡季時期，進入下半年後各紙種陸續進入需求旺季，需求提
升等因素影響下，市場普遍判斷紙價在旺季到來時依然會繼續上漲。
分紙種來看，文化紙價格目前處於高位，其中銅版紙與雙膠紙都處於限產保價和價格回檔的調整通道中，普
遍行業噸盈 200-400 元/噸，處於歷史高位，但是行業的供需關係依然是明顯供過於求；相較于文化紙，箱板
瓦楞紙的供需關係較為平衡，箱板瓦楞紙目前龍頭噸盈達到 300-400 元/噸，利潤十分可觀，並且目前價格依
然在微漲。6 月份箱板瓦楞紙的大幅價格上漲是由於原材料廢紙漲價推動成品紙行情，由於此波行情是由原
材料價格推動，我們認為原材料廢紙價格的走勢將會影響成品紙行情。而在 7 月 18 日，環保部通知 WTO
表示從 17 年年底不再接收外來垃圾，對於造紙領域，主要禁止的是未經分揀的混合廢紙，混合廢紙在實際
生產中用於品質一般的瓦楞紙箱，此次禁止洋垃圾行動將會進一步緊縮原材料的供應，為廢紙價格提供支撐，
對於在海外擁有收購廢紙管道的大型企業：玖龍紙業、理文造紙、山鷹紙業會提升市場競爭力。廢紙價格具
有支撐且近期高位波動，我們判斷箱板瓦楞紙價格不會大幅下跌，而當進入下半年 9 月份旺季之後，下游需
求提振、經銷商補庫存、各類環保行動都會支援紙價有繼續上漲的空間。
綜合以上，我們認為目前時點造紙板塊大幅上漲已經透支了一部分下半年漲價行情的預期，並且短期一些紙
種已經處於價格調整通道，但是對於低估值+高成長的紙企依然具備長期投資價值。對於具體紙種，我們看
好箱板瓦楞紙 9 月份之後的漲價行情，建議關注的是 A 股最大的箱板瓦楞紙企業山鷹紙業與造紙行業產品
結構最為合理的龍頭太陽紙業。

風險提示：紙價價格波動，原材料價格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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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高端白酒依然是穩健投資首選
經過短暫調整高端白酒龍頭股價接近歷史新高。6 月底至 7 月上旬，“漂亮 50”整體失色，中小盤股更為活
躍，前期沉寂的週期板塊強勁反彈，高端白酒板塊跟隨調整。上周股價又開始回升，貴州茅臺、五糧液、瀘
州老窖、洋河股份漲幅在 3.4-4.5%。
基本面依然強勁，食品飲料中最佳。2017 上半年，茅臺集團實現營收（含稅）309 億元，同比增長 31.16%；
利潤總額 155.18 億元，同比增長 24.38%；上半年營收和利潤情況均高於第一季度。此外，近日五糧液、國
窖 1573 等高端產品再次提高出廠價或終端價，顯示行業淡季不淡。從山西汾酒、沱牌捨得、酒鬼酒的中報
預告也印證高端白酒銷售良好。
估值未見泡沫，長期穩健首選。在 2016 年和 2017 年的行業投資策略報告中我們都提出“可選優於必需”的
判斷。高端白酒是食品飲料行業裡唯一具有可選消費特徵的子行業，也是唯一具有量價齊升明顯趨勢的子行
業。儘管 2016 年以來股價上漲明顯，但目前估值水準與國際水準相當，成長性卻顯著優於後者。推薦貴州
茅臺、五糧液、瀘州老窖、洋河股份。

不確定因素。消費稅加強監管、投資風格切換、宏觀經濟和房產價格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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