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 08 月 21 日

策略點評
行情至此誰來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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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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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股主要上漲階段結束、創業板指仍是反彈，各板塊輪漲一遍後，
國企改革望接力，休整一段時間的金融和消費白馬優勢再凸顯。③多頭格局不變，無懼短期小波折。以金融
（尤其是券商）、消費白馬、週期中滯漲的建築為基本配置，以國企改革為彈性進攻。
可為的行情，輪漲的板塊。①行情可為，震盪市向上波段沒結束。6 月 4 日《再次開啟多頭思維》我們將觀
點由謹慎轉向樂觀，提出震盪市向上波段開始，核心邏輯是判斷金融監管政策趨緩、資金面將轉好、國改推
進，目前看這三個邏輯並沒有破壞。②2017 年市場輪漲行情明顯：消費白馬→金融→週期→成長。1-4 月以
白酒、家電為代表的消費白馬表現最為突出，5 月開始擴散至以銀行、保險為代表的金融股。6 月後消費白
馬開始休整，有色、鋼鐵、煤炭等週期股開始啟動。自 7 月下旬成長股開始活躍。
行情至今，誰來接力？①週期主要上漲階段結束，成長反彈空間有限。8 月以來週期股大幅回檔，我們認為
週期股的主要上漲階段可能結束了，後續盤整反復的概率更大，大幅暴跌的概率較小。原因在於：第一，資
源品這波上漲動力是去產能和環保的政策力度大，政策這麼做的深層次原因是化解銀行債務風險，預期政策
會持續，中鋼協已經定性近期鋼價上漲是炒作。第二，從資金來看，商品期貨的投資者是資源股行情的發動
機，他們通常比較短期靈活，這一點跟白馬消費的配置主力機構外資有本質的不同，外資是龍馬股的長期多
頭。創業板的反彈行情更類似於 12 年初-14 年的主機板，震盪築底過程中反彈空間逐步收窄，以時間換空間
消化估值。②消費和金融重新接力，國改成為新亮點。2017 年以來市場熱點不斷輪動，從消費白馬擴散至
金融股，又從金融擴散至週期，再到當前的成長股，A 股各板塊基本已輪番上漲了一遍。往後展望，我們認
為消費和金融將重新接力，國改將成為新亮點。
應對策略：低估滯漲價值+國改。①震盪市向上波段沒結束，無懼期間的小波折。上證綜指 2016 年 2 月以來
月漲幅均值為 1%，6 月、7 月漲幅分別為 2.4%、2.5%，近兩個月市場已經累積了較大漲幅，短期出現小波
折也很正常。從形態上看，16 年 7 月中下旬和 9 月中下旬兩次幅度 4%左右的市場調整，小資金量產品可以
做一些技術性的交易，大資金量產品基本上可以忽略這類小波段。②金融和消費白馬為主，國改增加彈性。
比較 2017 年動態 PE 與預測淨利潤增速（朝陽永續一致預期），以及 2017 年動態 PB 與預測 ROE（朝陽永續
一致預期），綜合來看家電、汽車、房地產、建築、建材、銀行估值盈利匹配度較好。此外，前期滯漲的國
改近期頻現催化劑，加之十九大臨近，政策類國改主題有望成為後市彈性較佳的板塊。8 月 16 日聯通混改
方案公佈，受此消息國改指數獲提振，關注全國十大國改精選股，包括中國石化、中國聯通、中煤能源、外
運發展、中國巨石、中航機電、上海臨港、百聯股份、山西汾酒、星網銳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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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提示：業績不及預期，經濟增速下滑，金融去槓桿超預期。

金融工程點評
賺錢效應逐漸回升，市場有望繼續沖高
上周市場震盪上行，板塊上看，上證 50 指數上漲 1.67%，滬深 300 指數上漲 2.12%，中證 500 指數上漲
3.03%，創業板指上漲 4.57%。我們前一周判斷中小創將繼續佔優，觀點再一次得到市場驗證，創業板指自 7
月 24 日至今累計漲幅已高達 7.79%！站在當下，我們觀察到市場賺錢效應正在回升，同時中國聯通複牌在
即，有望點燃央企混改預期，帶領市場繼續沖高，但考慮到創業板指已上行至壓力位元附近，上漲速度將逐
漸放緩，建議風格上由超配中小創轉換至大小盤均衡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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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相對前一周（0.98%）小幅上升，當
前市場處於震盪市，指數處於 20 日均線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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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有所下降，一周均值為 1.17，意
味著當前市場的流動性高於過去一年平均水準 1.17 倍標準差。上證 50ETF 期權成交量的 PUT-CALL 比率先升
後降，週五為 0.80，相對前一周（0.86）有所下降，投資者對上證 50ETF 短期走勢相對樂觀。處置效應為
1.90%，市場呈現明顯的反轉效應。漲停板封板率全周均值為 71%，賺錢效應相對前一周（61%）大幅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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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指數八月至今漲幅分別為0.13%、-0.94%、0.79%、4.92%，創業板指在七月大幅下跌後於八月如期反彈，與歷史表現高度一致。目前
來看，中證 500 指數向下偏離歷史平均表現幅度較大，建議予以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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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9%，大幅超出預期。
事件驅動上，1.中國聯通於 8 月 16 日公佈混改方案，國企混改指數隨後兩日大漲 4.45%，市場對於央企混改
的預期再次升溫。中國聯通預計將於下周初複牌，自停牌日至今上證 50 和滬深 300 指數分別上漲 10.74%和
7.77%。回顧 2016 年 10 月 10 日，寶鋼吸收合併武鋼後複牌首日一字漲停，當日滬深 300 和 Wind 全 A 指數
分別上漲 1.25%和 1.80%。2.繼上期所上調螺紋鋼日內平倉手續費及限制日內開倉數量後，大商所也出台降
溫措施，將焦炭、焦煤品種期貨合約最低交易保證金標準調整為合約價值的 12%，對非期貨公司會員、客戶
在鐵礦石 I1801 和 I1805 合約日內開倉交易的最大數量限定為 6000 手。3. 證監會 8 月 18 日核發 7 家 IPO 批
文，相對前一周減少一家；籌資總金額不超過 34 億元，相對於前一周基本持平。

風險提示：市場系統性風險、模型誤設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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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與主題熱點點評
交通運輸：國改視窗期來臨，關注交運受益標的
1）鐵路板塊近期國改動作密集，第一階段改革方案預計近期出台。
8 月 18 日中國鐵路總公司在北京產權交易所舉行鐵路土地綜合開發專案推介會，共推出了 11 個土地綜合開
發專案，面積達 5689.37 畝，專案類型包括商品住宅、城鎮綜合體、物流園區、休閒旅遊園區、養老社區等，
這表明鐵路沿線土地綜合開發進入實際行動階段。未來開發成熟的綜合物業將面向社會資本。預計一級土地
開發高毛利的特點將進一步提升鐵總盈利水準。此外，2017 年年初中鐵總工作會議就將鐵路國改作為 2017
年全年的工作重點。但受我國鐵路系統複雜的客觀現實環境影響，推進緩慢。
隨著鐵路客運線路試點提價、貨運物流降本增效政策出臺、阿裡、騰訊與鐵路企業合作等一系列報導展開，
鐵路行業改革預期愈發強烈。首先，提價增收、降本增效將更大程度的提升整體鐵路企業盈利能力；其次，
與阿里巴巴，京東，順豐等合作，將打通互聯網與傳統物流的資訊流屏障，產生協同效應。
目前混改具體做法主要有：戰投引入、員工持股計畫或者股權激勵、資產注入等。中鐵總的現狀是債務壓力
過重，因盈利能力較弱使得民資參與熱情不高，同時員工持股股權激勵進展緩慢。對於資產注入預期，從鐵
路網路規模上來看，我國鐵路營業總里程、高速鐵路營業總里程均穩居世界首位。路網規模巨大、盈利能力
不一使得改革並不能全盤大幅度拓展，預計將會按區域、分步驟進行試點。針對鐵路客運盈利能力較強的區
域路段，例如京滬路段，存在資產證券化較強預期。
上市公司中，廣深鐵路的普客路段亦存在提價預期。針對鐵路貨運，日前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進一步推
進物流降本增效促進實體經濟發展的意見》，明確提出 27 條政策措施，進一步降低物流費用在 GDP 中的比
重。鐵龍物流作為國內唯一的鐵路集裝箱上市平台，預計未來有望受益於鐵路集運改革的相關政策。
2）物流降本，關注航空貨運領域混改機會
外運發展是國內最大航空的貨運代理公司，網點資源豐富，國內外網路輻射範圍廣泛。
2017 年 4 月 7 日，中國外運長航集團與招商局集團完成戰略重組，公司成為招商局集團的間接控股子公司；
2016 年的 4 月 25 日，招商局集團宣佈設立綜合物流事業部，並任命趙滬湘為中外運長航集團總經理。隨後
的 5 月 4 日，招商局集團又宣佈由趙滬湘擔任招商物流董事長，兩家集團的物流板塊正式邁出了整合調整的
步伐。
招商局物流集團有限公司是國家 A 級央企、香港四大中資企業之一招商局集團有限公司旗下發展現代物流
業的核心企業，公司聚焦泛快速消費品合同物流細分市場，近十五年來實現了年複合增長率 30%以上的高速
發展。
招商物流和外運發展的主營業務有很強的互補性質，隨著國企改革全面鋪開，招商局集團物流事業部的內部
整合已經開始，我們相信在招商局集團確定的“強強聯合、優勢互補、資源分享、合作共贏”的重組戰略之
下，未來物流板塊的整合將按部就班，逐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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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提示：匯率、油價波動，需求增速不達預期。

有色金屬：鎳成為暢銷關注品種
礦產端來看，上游企業普遍虧損。需求依靠新能源汽車產業鏈。【能量五行】鋰、鈷、稀土鐠釹、銅箔、硫
酸鎳中的最後一個品種鎳擁有強勢上行潛力。
總體行業觀點方面，基本金屬：短期上行確定性最強是鋁，中國話語權強；而“26+2”限產潮產業鏈漲價將
蔓延：上游預焙陽極（索通發展）和龍頭神火股份、雲鋁股份。鋅銅鎳反應全球經濟運行態勢，用大週期思
維審視：處於歷史大底部。
EV 產業鏈是長期最確定方向。【能量五金】優選白馬，近期嘉能可尚比亞銅鈷礦停產，10 月剛果金傳統雨
季到來，均對鈷價提振。此外，“科威特”是潛力標的：科達潔能、威華股份和江特電機。

風險提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下游需求低於預期，A 股系統性風險。

石油化工：環保稅明年起開始徵收，環保持續高壓
環保稅 2018 年起開始徵收，環保力度加碼。據麒麟財訊報導，近日財政部、稅務總局、環境保護部聯合下
發通知，要求各地全面做好環境保護稅法實施準備工作。通知要求各地落實稅法授權事項，確定本地區應稅
大氣污染物和水污染物具體適用稅額，以及應稅污染物排放量抽樣測算和核定徵收方法。《環境保護稅法》
共 5 章、28 條，分別為總則、計稅依據和應納稅額、稅收減免、徵收管理、附則，將於 2018 年 1 月 1 日起
正式實施。
“費”改“稅”，執法剛性加強。自 1982 年國務院發佈《徵收排汙費暫行辦法》以來，排污收費制度在我
國正式建立。隨著環保意識的不斷深入，排污收費制度不再適應環保發展趨勢，“費”改“稅”是大勢所趨。
“費”改“稅”使得執法剛性加強，明確了納稅人的納稅義務。環保稅稅目包括大氣污染物、水污染物、固
體廢物和雜訊四大類，規定大氣污染物稅額和水污染物稅額為每污染當量 1.2 元和 1.4 元。
環保稅徵收有助於規範行業發展，提升行業集中度。環保稅徵收後對兩類企業影響較大：1. 排污收費制度下
繳納排污費不合規的企業，環保稅有助於規範行業發展；2.污染物可計量且污染大的企業，這類企業在環保
稅的高壓下運營成本將大幅提升，有助於提升行業集中度。
第四批環保督查全部入駐，預計多種化工品產量受到影響。2017 年 5 月，第三批環保督查回饋結束，據證
券時報報導，截至 8 月 15 日第四批督察組已進駐山東、四川、浙江、吉林、新疆、西藏、海南、青海等省
市。至此，中央環保督查已對全國 31 省市全面覆蓋。山東是我們重要的化工大省，多項產品產量全國佔比
較高，此次環保督查組進駐山東、四川等地，我們預計會影響到更多的化工品價格波動，以山東、四川兩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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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品產量全國所佔比例，我們推薦關注原油加工與成品油、烯烴、苯胺、尿素、鈦白粉、兩堿（燒鹼、純
鹼）、農藥、滌綸等產品裝臵動態，以及產品價格波動。
25 省市化工企業搬遷時間表確定，2020 底前全部完成。據中國化工報報導，工信部、國家發改委遴選出
238 個危化品搬遷改造項目，東部（山東、河北、遼寧等）、中部（安徽、河南、湖南、湖北等）、西部
（四川、重慶等）地區分別 90、100、48 個，其中山東省搬遷改造專案最多，達 42 個（佔總專案數比例為
18%），對於不達標企業一律關停，危化品生產企業將於 2020 年底前全部完成搬遷。
重點關注上市公司：隨著環保稅徵收、環保督查推進，以及危化品企業搬遷改造，山東省作為化工大省首當
其衝，相關產品開工率有望下降，進而推動產品價格上漲，建議關注煉油板塊受益標的中國石化、上海石化，
丁二烯受益標的齊翔騰達、華錦股份，苯胺受益標的萬華化學、山東海化，尿素受益標的華魯恒升、湖北宜
化，鈦白粉受益標的 ST 釩鈦、龍蟒佰利、金浦鈦業、安納達，燒鹼受益標的新疆天業、濱化股份，純鹼受
益標的三友化工、山東海化，草甘膦受益標的興發集團、新安股份、江山股份， 農藥受益標的利爾化學、
紅太陽，滌綸受益標的桐昆股份、榮盛石化、恒逸石化、恒力股份，環氧丙烷受益標的濱化股份、萬華化學、
方大化工。

風險提示：政策變動、產品價格大幅波動等。

通信設備：全球光模組重點企業研究系列之行業篇：北美 IDC 市場爆發、將迎 5G 風口，100G 光模組領風騷
1. 受技術升級、成本下降等因素驅動，光模組不斷“高速化、小型化、集成化”。從產品結構來看，隨著下
游網路設備對超高速和超大容量光通信模組需求的不斷增長，高速率光模組將成為未來光模組市場的成長核
心、市場佔比將不斷抬升。據 Infonetics 預測，未來 5 年 100G 光模組產品的複合增長率保守預計高達
24.54%，預計 2020 年 100G 全球市場有望達到 26 億美元。
2. 光模組成本中，光器件元件佔比超 70%；而光晶片具有較高的技術壁壘，又是光器件元件的主要成本所在。
光模組廠商普遍積極並購上游光晶片供應商，旨在打造垂直產業鏈，增強自身競爭力，降低成本，提高利潤。
3. 北美資料中心市場正在進行 40G 到 100G 的換代升級，是當下高速光模組的主要增長點；當 5G 建設啟動
後，電信市場對高速光模組的需求，將比資料中心市場更大。我們測算，未來全球資料中心對 100G 光模組
的需求量達上億量級；5G 建設帶來的高速光模組的需求更達數億量級。形成對比的是，2016 年全球 100G
光模組出貨量僅 100 萬隻，預計 2017 年總出貨量 200-300 萬隻，缺口巨大，未來增長勢頭強勁。
4. 高速光模組產業在未來可以預見的多年內將持續高景氣，建議關注具有 100G 核心競爭力的公司：中際裝
備，光迅科技等。

風險提示：系統性估值波動；北美雲計算中心投資放緩；國內寬頻接入投資放緩；5G 建設進度低於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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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工程：關注國企改革和雄安主題，把握路橋板塊性機會
國企改革的核心邏輯是提高效率，其觸發點是自上而下的政策推動。隨著十九大的臨近和中國聯通方案公佈，
國企改革步伐有望加快，包括但不限於混合所有制改革、股權激勵（含員工持股）、資產整合等方式。建築
公司中除了建築央企中國電建、中國核建、中國交建、葛洲壩、中國建築、葛洲壩、中工國際等能夠充分受
益外，地方國企改革也有望加速，關注隧道股份、山東路橋等。值得注意的是，對於建築國企來說，相對於
盈利能力提升，依託國有資源加大業務開拓力度，提高業績或更值得期待。雄安主題，我們建議關注水治理
領域和基建領域的優勢企業，包括中國電建、中國交建、中國建築、東方園林、鐵漢生態、中化岩土、蘇交
科等。

風險提示：經濟下滑風險，改革進度不及預期風險。

煤炭：煤炭股上漲只會遲到，不會不到
本周焦煤價格如期繼續上漲，且呈加速趨勢，但股價表現平淡，我們認為核心理由還是盈利的不確定性：一
方面市場無法確認煤價上漲的持續性，另一方面市場在擔憂煤企的盈利改善具體狀況，因為之前也有過煤價
漲而盈利不漲的情況。9-10 月焦煤進入旺季，需求改善而供給增長有限，近期證監會發佈並購重組總結第
一條就是服務供給側改革，我們認為，煤炭企業進入融資去槓桿的時機開始成熟，伴隨價格的強勢，企業盈
利好轉概率很高，煤炭行業股票仍然值得看好。
供給側改革的最終階段，融資去槓桿終於來臨。證監會 15 日發佈的並購重組服務目標主要是：供給側改革、
促進技術升級、助推國企改革等，供給側改革方面，要看是否有利於去產能、去庫存，促進產業轉型升級。
2016 年我們提出供給側改革的核心目的是去槓桿，在煤炭行業槓桿率沒有降下來之前，煤炭公司都有繼續
改善的空間。目前煤炭行業仍有 3.7 萬億的負債，2017 年上半年煤炭行業 1000 億的利潤，必須加快短期去
槓桿的能力，降低金融風險。
下半年山西國改值得關注：重組，降槓桿。按照山西《關於深化國企國資改革的指導意見》：要積極開展資
本運作，充分利用國有控股上市公司平台，對同質化競爭嚴重和產業關聯性強的上市公司，以及未上市的資
產業務，通過市場化方式，推動專業化重組，打造具有鮮明產業特徵和規模效益的上市公司。同時，充分利
用上市公司“殼”資源，將具有良好經濟效益和發展前景的優質資產，注入上市公司。分層推進國有企業混
合所有制改革。鼓勵支持國內外各類資本參與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
礦難繼續，安檢持續進行，十九大前難放鬆，動力煤或淡季不淡。目前看天氣因素影響開始逐漸下降，但日
耗煤仍在高位，鋼鐵盈利高位，生產仍在加強，雖然氣溫下降，但本週六大電廠日耗煤又有增加，而山西晉
能露天礦難導致當地大量煤礦停產減產（搜狐網），內蒙火工品的限制加強也影響了煤礦的生產（煤炭資源
網），或導致動力煤淡季不淡的行情。
投資建議：7-8 月地產銷售會有下降，但天氣降溫的情況下日耗煤仍在高位，進入 9-10 月焦煤鋼鐵旺季，在
鋼鐵盈利大幅提升的條件下，高爐開工增長仍有可能，焦煤需求擴張仍有看點。仍然建議關注所有焦煤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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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集團有優質資產的公司：潞安環能，平煤股份，冀中能源，山煤國際，陽泉煤業，上海能源，開灤股份，
中煤能源，兗州煤業，陝西煤業，中國神華，新集能源，藍焰控股，瑞茂通，*ST 鄭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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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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