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 08 月 14 日

策略點評
市場螺旋式演繹
核心結論：①6 月 4 日《再次開啟多頭思維》提出的震盪市向上波段還沒結束，三個邏輯沒破壞，三大情緒
指標位於中等水準。8 月初以來的回檔性質類似 16 年 6 月底到 11 月底中的兩次回撤。②全年偏價值的風格
不變，消費白馬到金融到週期輪漲完再回到消費白馬。16 年 1 月底以來的創業板指類似 12 年初到 14 年中
的上證綜指，反彈築底、消化估值。③平和對待小波折，均衡持有消費白馬、金融、週期中滯漲的建築，主
題重視國企改革。

風險提示：外圍地緣政治風險、經濟超預期下行風險。

金融工程點評
上證 50 回落，中小創繼續佔優
上周市場先揚後抑，板塊上看，上證 50 指數下跌 2.19%，滬深 300 指數下跌 1.62%，中證 500 指數下跌
1.03%，創業板指上漲 1.31%。我們最近三周持續看空上證 50，看多創業板，自 7 月 24 日以來上證 50 累計
下跌 2.61%，同期創業板指上漲 3.08%。站在當下，我們認為以上證 50 為代表的多數大盤藍籌已經破位下跌，
建議繼續保持謹慎。創業板近期底部回升，同時日曆效應顯示創業板指八月上漲概率高達 86%，建議繼續關
注。
從趨勢模型上看，Wind 全 A 指數短期均線和長期均線的距離為 0.98%，相對前一周（0.81%）小幅上升，當
前市場處於震盪市，指數處於 20 日均線之下。從量化指標上看，基於滬深 300 指數的流動性衝擊指標相對
前一周（1.51）有所下降，一周均值為 1.35，意味著當前市場的流動性高於過去一年平均水準 1.35 倍標準
差。上證 50ETF 期權成交量的 PUT-CALL 比率先降後升，週五為 0.86，相對前一周（0.82）有所上升，投資
者對上證 50ETF 短期走勢依然持謹慎程度。處置效應為 1.81%，市場呈現一定的反轉效應。漲停板封板率全
周均值為 61%，賺錢效應相對前一周（59%）小幅上升。日曆效應上，2005—2016 這 12 年間，上證綜指、
滬深 300、中證 500、創業板指在八月份的上漲概率分別為 58%、50%、58%和 86%，漲幅中位數為 0.38%、
0.34%、3.79%和 4.38%。創業板指七月大幅下跌後有望在八月迎來修復性反彈。成交量上，創業板在 7 月 21
日僅成交 409 億，自 2016 年 1 月以來，僅 2017 年 1 月 26 日和 2 月 3 日兩個交易日成交量低於 409 億，隨
後一個月創業板指最高漲幅達到 5.6%，創業板指目前上漲 3.08%，後續仍有上行空間。事件驅動上，1.國際
形勢近期又生局部矛盾，美朝之間的口水仗不斷升級，避險情緒升溫，全球股市大跌。2. 中鋼協 8 月 10 日
發文表態“堅定不移維護鋼鐵行業平穩運行”，文中點名批評部分機構對於政策的過度解讀和市場炒作。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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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1 日下午，上期所發佈公告，對期貨公司會員、客戶在螺紋鋼 RB1710 和 RB1801 合約日內開倉交易的最
大數量限定為 8000 手，同時將日內平今倉交易手續費從成交金額的萬分之一調整為成交金額的萬分之五。
監管層出手降溫，提防黑色系期貨高位回落的風險。3.證監會 8 月 11 日核發 8 家 IPO 批文，籌資總金額不
超過 33 億元，相對於前一周的 7 家 28 億元小幅上升。

風險提示：市場系統性風險、模型誤設風險。

行業與主題熱點點評
農業：從農產品價格週期中尋找投資機會，關注玉米、天然橡膠、禽鏈
今年上半年，CPI 同比增速維持低位，環比來看大部分月份保持負增長，雖 7 月環比小幅上升 0.1%，8 月預
計仍將較為平穩。伴隨著 PPI 的上升，又恰逢豬價的季節性上漲，投資者對於 CPI 的關注度明顯提升，展望
下半年，儘管尚未看到農產品價格大幅上漲的跡象，但的確某些農產品的供需基本面迎來實質性改善。我們
建議投資者關注的品種主要有玉米、橡膠、禽。玉米價格的上漲將直接反映到相關企業的業績改善，橡膠價
格的上漲將帶來趨勢性投資機會，禽鏈股價前期漲幅較大，但基本面改善依然確定。
1）玉米：2016 年我國取消玉米臨儲政策，改為“市場化收購+補貼”的模式。國內玉米價格應聲下跌，逐
步向國際玉米價格接軌。從國際角度看，我們認為中長期國際玉米價格將緩步上行。不考慮後期天氣可能惡
化的影響，由於美國種植面積下滑和單產水準同比下降導致減產，USDA 最新報告預測 17/18 年度末全球玉
米庫存消費比為 18.93%，相比 16/17 年度下滑 2.73 個百分點，達到近 3 個年度來低位水準。
從國內角度看，2017 年預計玉米種植面積調減 3000 萬畝，16/17-17/18 兩個年度國內庫存消費比持續顯著
下降，供需狀態得到改善。未來隨著供給下降，加上國際價格走高，國內玉米價格也有望上漲。對應標的登
海種業、種玉米的象嶼股份、北大荒。
登海種業：2017 年是玉米行業低谷以及公司業績的低谷，但下一銷售季度預計都將迎來改善。行業方面，
15/16-16/17 年玉米種植面積已調減 6000 萬畝，超過農業部之前 5 年減少 5000 萬畝的減種計畫，17/18 銷售
季度預計面積將不再下滑，甚至有所回升，玉米種子需求將會復蘇。公司方面，2017 年，子公司登海先鋒
盈利下滑嚴重，但母公司因為登海 605 等優勢品種依然保持較好的市場佔有率而盈利穩定，我們判斷登海先
鋒盈利水準已跌至穀底。2018 年，無論是行業還是公司基本面，都將迎來回升的局面。
2）天然橡膠：天然橡膠生長週期一般需要 6-7 年，世界各主要產膠國 2011 年新增種植面積達到頂峰，其後
從 2012 年開始持續下降，尤其最大產膠國泰國，2012 年新種植面積腰斬。以 7 年時間推算，2017 年之後新
增天然橡膠產量將會開始下降。從歷史上看，期貨市場的滬膠 2001 年、2009 年的牛市，都跟供應下滑有關。
由於橡膠生長週期較長，天膠價格一般 7-8 年經歷一個完整週期，2016 年乃新週期的開始。從 2017 年以來，
國際天膠進出口明顯下降，會讓下半年全球天然橡膠市場出現供應短缺的現象。此外 9 月 15 日三國集團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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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減產 10-15%會議，力度之大歷史上絕無僅有，預計 2017 年天膠供不應求將達到 50 萬噸，利好膠價，
主要標的海南橡膠、中化國際。
3）禽鏈：從長期產能指標看，祖代雞引種量自 2015 年以來連續下滑，目前引種形式仍不樂觀，預計全年祖
代雞供給量繼續維持低位。從短期產能指標看，父母代在產存欄量自 4 月份以來維持下滑趨勢，預計馬上降
至供給拐點。目前禽肉庫存消耗速度加快，禽肉價格處於不斷調升過程中，加上 9 月開學將加快消耗下游凍
肉庫存，行業即將迎來反轉行情。重點個股聖農發展、民和股份、益生股份。

風險提示：農產品價格大幅下滑。

石油化工：7 月原油進口環比下降的原因分析
7 月，我國原油進口量為 3474 萬噸，同比+11.8%，環比-3.8%，原油月度進口量環比下降。
地煉檢修開工下降，原油進口環比下降。6-7 月地煉集中檢修，山東地煉開工率從 6 月中下旬開始持續下降，
7 月平均開工率 55.62%，環比下降 4.06 個百分點。地煉開工下降，原油加工量下降，原油進口 7 月環比下
降 3.8%。
原油進口配額增加，地煉開工率提升。自 2015 年以來，符合條件的地煉獲得了越來越多的原油進口權，地
煉開工率也才能夠從此前的 30%提升至 60%。地煉開工率的提升，使得國內成品油市場競爭更趨激烈。與此
同時，地煉憑藉其在稅收等方面的優勢，在成品油零售市場上的份額不斷擴大（有資料顯示，地煉市場份額
從 10.5%增至 20.5%）。
地煉開工率下降的原因分析。我們認為 7 月地煉開工率下降是導致當月原油進口環比下降的重要原因。而地
煉開工率的下降主要是因為：（1）環保壓力促使一些煉油企業停產檢修。第四批環保督查將進駐山東、四
川等省，山東是我國地煉主要集中的省份，其煉油產能約佔全國煉油總產能 20%以上。環保核查的推進，使
得一些環保未達標的企業主動停產檢修。（2）中石化中石油等主營煉廠的競爭壓力。在地煉的衝擊下，中
石化中石油的成品油零售市場份額降低了 10 個百分點以上，為避免份額的進一步下降、逐步提升市場份額，
“兩桶油”自 5 月以來通過價格競爭、停止外采等方式，強化與地煉的競爭。煉油業務價差的收窄使得部分
地煉暫時停產。
我們認為國內原油加工量仍保持穩定、成品油消費穩定增長。雖然原油進口量環比下降，但原油加工量仍保
持相對穩定。今年上半年，我國成品油表觀消費量 1.59 億噸，同比增長 1.76%，其中汽煤柴均實現同比增長；
從月度消費資料看，6 月我國成品油表觀消費量 2703 萬噸，同比增長 0.54%。
投資建議。雖然中石化中石油通過價格競爭等方式鞏固成品油市場優勢可能會對短期煉油毛利產生一定影響，
但從中長期發展看，隨著市場份額的恢復以及稅收監管制度的完善，中石化中石油等主營煉廠有望實現穩定
盈利。建議關注中國石化、上海石化、中國石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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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提示：原油價格回落、主營煉廠市場份額繼續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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