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 09 月 04 日

債券點評
資金擔憂再起，利率曲線平坦
上周債市下跌，國債利率平均上升 1bp，AAA 級企業債和 AA 級企業債收益率平均上行 4bp，城投債收益率
平均上行 5BP，轉債上漲 1.25%。
資金面擔憂再起。7-8 月資金面並未出現市場預期的寬鬆景象，一方面在於 7 月大幅高於均值的財政收入上
繳，另一方面在於 8 月央行 4000 億的公開市場淨回籠。進入 9 月將迎來季末 MPA 考核以及 2.3 萬億 CD 到
期，資金面擔憂再起。但三季度 MPA 壓力將小於上半年，九月將是財政投放月份，人民幣持續升值改善資
金外流狀況，資金面反而可能比預期的要松一些。給予 R007 中樞 3.3%附近窄幅波動的判斷。
金融去槓桿仍在延續。銀監會此前指出通過銀行業亂象治理，銀行資金脫實向虛的勢頭得到初步遏制，同業
業務規模出現 2010 年來首次收縮。目前進入自查後的現場檢查階段，後續的工作重點在於深入整治亂搞同
業、亂加槓桿、亂做表外業務等市場亂象。從上市銀行中報數據看，杭州、張家港等銀行的廣義信貸餘額增
速仍高達 30%，華夏、平安、光大、南京、寧波、常熟、杭州等股份行和城商行同業存單佔同業負債比均在
60%以上，央行此前貨幣政策執行報告將 5000 億以上規模銀行發行 CD 納入同業負債，又發文暫停 1 年以上
同業存單，週五證監會公佈了《公開募集開放式證券投資基金流動性風險管理規定》，均表明監管在延續。
收益率曲線平坦。在基本面、流動性和監管三個影響因素中，9 月債市的主要矛盾依然在流動性上。央行主
管媒體發文不必誇大 CD 大規模到期對流動性衝擊，CD 大概率滾動發行，而央行在季末流動性投放上也早有
準備。8 月製造業 PMI 小幅回升，下游需求穩中有降，生產略改善，經濟仍呈現穩中趨降態勢。平息了一段
時間的監管上周開始有所動向，央行對 CD 的監管雖然只是蜻蜓點水，但是仍表明方向，預計短期監管仍穩，
十月中下旬十九大之後升級概率不低。因此我們判斷短期債市仍將震盪，收益率曲線平坦化，給予 10 年國
債利率區間 3.3-3.7%不變。
轉債業績為王。轉債經歷 6-8 月普漲後，雖然整體估值保持平穩，但部分個券的價格和估值已偏高，未來個
券的走勢將逐漸分化。目前來看，利率高位震盪抬升債性券的機會成本，股市風格頻繁切換，個券走勢跟隨
正股波動明顯，擇券難度上升。我們也看到 8 月公募基金減持上交所可轉債 5 億、但增持可交債 4 億，而保
險和信託增持轉債 1.9 和 1.4 億。短期內建議放慢腳步，擇券基於業績或條款，關注金融、國改個券，一級
積極申購。

風險提示：基本面變化、股市波動、貨幣政策不達預期、價格和溢價率調整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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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點評
業績和博弈的雙線思維
核心結論：①中報淨利累計同比 17%，ROE 回升至 10%，盈利驅動的中樞抬升震盪市大格局未變。6 月初以
來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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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過去 5 年最後三四個月
行情結構往往突變，前三季淨值排名後 1/4 的基金通過年底逆襲進入前 3/4 的比例達 25%。③業績主線出發
配置金融和消費白馬，考慮年底博弈因素，重視低漲幅、低配臵、存在潛在政策催化的建築、地產，主題看
好國改。
盈利改善支撐震盪市中樞抬升。①中報顯示盈利整體較好，ROE 進入圓弧底右側。②中樞抬升震盪市，源於
盈利改善。回顧各國/地區經濟發展與股市的歷史，GDP 同比增速與指數年化漲幅這兩個核心資料展現出了
很強的同步性。
行情的結構分化正是源於業績差異。①業績還是行情分化的根本。6 月中下旬投資者對風格分歧加大時報告
《盈利趨勢決定風格-20170625》分析指出，風格取決於盈利增速趨勢、投資者結構。此外，投資者結構影
響風格，邊際資金決定邊際價格。16 年 1 月底以來震盪市整體是存量資金，結構上散戶資金略減少、絕對
收益資金略增加，他們投資風格更偏價值。②盈利和估值匹配度較好的行業如銀行、地產、建築、家電、食
品、汽車。從中信一級行業看銀行、煤炭、地產、建築估值和業績匹配度更好，PB（MRQ）/ROE（TTM）分
別為 1.0 倍/13.1%、1.7 倍/10.0%、2.1 倍/12.1%、1.8%/10.2%。輕工製造、電子元器件、家電、食品飲料估
值和業績匹配度更好，PE(TTM)/中報淨利同比分別為 37.1 倍/59.3%，47.9 倍/56.9%，20.3 倍/23.4%，32.5 倍
/20.0%。
投資策略：業績為王，重視博弈。①震盪市向上波段沒結束。2016 年 1 月底上證綜指 2638 點以來，我們的
中期觀點一直未變：單邊下跌熊市結束、步入震盪市，盈利增長推動震盪中樞略抬升。參考有國家隊參與的
震盪市，即 2016 年，測算上證綜指實際振幅約 20%，如果 2017 年也為這個振幅，從底部 3016 點測算，指
數高點在 3619 點附近。②業績主線出發，配置金融、消費白馬。震盪市的大背景裡業績為王，今年來消費
白馬、金融、資源股輪漲本質上源於基本面的變化，輪漲一遍後，估值和業績匹配度較好的金融、消費白馬
仍較優。③博弈角度重視建築、地產，主題看好國企改革。2012 年以來 A 股每年在最後 3-4 月行情都會出
現一些突變，公募基金排名發生一些變化，博弈因素對行情的影響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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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線震盪上行趨勢延續，短期提防放量滯漲風險
上周市場繼續上行。板塊上看，上證 50 指數上漲 0.14%，滬深 300 指數上漲 0.92%，中證 500 指數上漲
2.84%，創業板指上漲 2.89%。我們前一周指出市場賺錢效應繼續回升，震盪上行趨勢延續，並建議關注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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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九月表現較好的中證 500 指數，觀點再一次得到市場驗證！站在當下，我們觀察到市場賺錢效應有所回落，
同時滬指出現放量滯漲現象，建議短期提防回檔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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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相對前一周（2.15%）繼續上升，當
前市場處於震盪市，接近 3%的閾值，且指數處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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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有所下降，一周均值為 0.57，意
味著當前市場的流動性高於過去一年平均水準 0.57 倍標準差。上證 50ETF 期權成交量的 PUT-CALL 比率先降
後升，週五為 0.71，相對前一周（0.77）有所下降，投資者對上證 50ETF 短期走勢相對樂觀。處置效應為1.29%，市場呈現很強的動量效應。漲停板封板率全周均值為 60%，賺錢效應相對前一周（73%）大幅回落。
日曆效應上，2005—2016 這 12 年間，上證綜指、滬深 300、中證 500、創業板指在九月份的上漲概率分別
為 58%、58%、67%和 43%，漲幅中位數分別為 1.26%、2.56%、2.40%和-1.91%，其中中證 500 指數表現最好，
同時考慮其八月漲幅不及歷史平均水準，建議繼續關注。
事件驅動上，1. 金磚國家領導人會晤將於 9 月 3 日至 5 日在廈門舉行，會議將以深化國家合作、加強全球治
理、開展人文交流、推進機制建設等四方面作為合作重點，我們前期推薦的相關概念股上周多數上漲，建議
繼續關注。2. 證監會 9 月 1 日核發 8 家 IPO 批文，籌資總金額不超過 37 億元，相對前一周的 7 家 35 億元小
幅上升。
成交量上看，兩市 9 月 1 日放量成交 6409 億元，而 Wind 全 A 和上證綜指僅上漲 0.50%和 0.19%，呈現出放
量滯漲現象，意味著市場存在分歧。我們在前期的週報中多次提出，階段性縮量信號出現後市場大概率反彈，
而階段性放量信號出現後市場有一定概率發生回檔，如果下周放量滯漲現象進一步增強，需要提防回落風險。
技術分析上，上證綜指日線級別向上的一筆仍在延續中。30 分鐘級別上形成了新的中樞，內部出現盤整背
離。5 分鐘級別上中樞震盪，等待市場選擇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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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鋼鐵：鋼鐵高利潤仍可持續
2 五大鋼材社會庫存均小幅增加，螺紋為主。鋼材高利潤刺激鋼企滿負荷生產，庫存增加符合歷史規律和目
前供需情況。
鋼鐵行業的 PMI 指數也顯示供需均處於良好狀態。這與製造業 PMI 保持高位適應，顯示板材實際需求仍旺，
這也是最近一兩個月以來板材價格漲幅較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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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企火災凸顯淘汰使得合規產能略緊。高利潤下，鋼企縮短甚至放棄檢修，為事故埋下隱患。9 月 1 日本鋼
4747 立方高爐爐缸少穿每天影響約 1 萬噸鐵水、9 月 2 日河北勝寶 1080 高爐電纜著火引起出鐵口爆炸每天
影響鐵水約 2400 噸，對市場刺激較大，使得市場更為擔憂後期的檢修安排和安全檢查對實際供給的影響。
高利潤仍可維持。除了目前需求不錯、供給偏緊外，預計全年第二個消費小高峰即將到來，如果再疊加採暖
季限產之前的可能備庫，預計目前鋼企的高利潤仍可維持。
可關注不受冬季採暖限產影響，且板材集中的公司，比如*ST 華菱等。

風險提示：行業波動性仍存；政策風險。

保險：價值轉型進入下半場，利潤進入上升期 ——保險行業 2017 年中報回顧暨三季度投資策略
中報業績：壽險 NBV 與利潤增長均超預期。1）四家保險公司上半年淨利潤整體同比增長 7.9%，中國人壽、
中國平安、中國太保、新華保險的淨利潤分別同比增長 17.8%、6.5%、6.0%和-2.9%，主因投資收益提升、準
備金計提邊際減少和剩餘邊際穩健攤銷。2）四家合計淨資產較年初增長 5.7%，中國人壽、中國平安、中國
太保、新華保險的淨資產分別較年初增長 1.6%、11.0%、-0.2%和 4.4%。3）壽險 NBV 整體同比大增 40.8%，
集團 EV 整體較年初增長 11.1%。中國人壽、中國平安、中國太保、新華保險 NBV 分別同比增長 30.2%、
46.2%、59.0%和 28.8%，集團 EV 分別較年初增加 7.0%、15.9%、10.4%和 9.8%。
業績亮點：壽險量質齊飛，NBV Margin 顯著提升，代理人人均產能增加。1）上半年中國人壽、中國平安、
中國太保、新華保險的 NBV Margin 分別同比大幅提升了 5.1、3.0、7.6 和 24.0 個百分點。NBV Margin 的提升
主要來源於高價值率的長期保障型業務占比增加，其中上半年中國太保和新華保險的占比同比增加了 10.6
和 21.4 個百分點。另外，各類險種自身的 NBV Margin 提升同樣促進了整體 NBV Margin 的擴大。2）上半年
壽險代理人數量整體同比增長 23.7%，人均產能平均同比增長 3.6%。中國人壽、中國平安、中國太保、新華
保險的每月人均 NBV 分別同比增長 6.4%、30.0%、6.4%、8.7%。3）上半年三家產險公司保費合計同比增長
13.7%，承保盈利水準穩定，綜合費用率平均下降 1.23 個百分點。4）上半年綜合投資收益率平均同比提升 2
個百分點，中國平安和新華保險的浮盈顯著擴大。
展望：壽險價值轉型進入下半場，利潤進入上升期。1）目前四家保險公司均已基本完成了“以個險管道、
長期期交業務為核心”的“上半場”發展目標。進入“下半場”，長期保障型業務和代理人產能的提升是深
化價值轉型的最重要抓手，可帶來 NBV 持續增長、死差提升與剩餘邊際快速積累。2）134 號文會對儲蓄型
新單保費造成壓力，但對 NBV 的影響較小，我們預計 2018 年 NBV 的同比增速可超 20%。3）750 天移動平
均國債收益率曲線於年底回升，利潤正式進入上升通道。4）個稅遞延型養老保險試點有望在下半年推出，
商業養老保險將迎來高速發展期。
壽險價值轉型進入下半場，利潤進入上升期，“大衛斯按兩下”長期成立。“利差改善+價值轉型+集中度提
升”的邏輯不變。並且價值轉型可同時提升內含價值的成長性與穩定性，保險公司的 P/EV 估值水準將仿效
友邦保險，正式進入上升通道。EV 穩健增加，疊加 P/EV 開始提升，“增持”評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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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提示：權益市場下跌導致業績估值雙重壓力。

石油化工：哈威颶風對石化產品的影響分析
哈威颶風登陸美國，化工企業關停產能。美國當地時間 8 月 25 日晚，四級颶風“哈威”登陸美國德克薩斯
州，對當地煉油及石化產業造成了巨大衝擊。據卓創資訊報導，陶氏、埃克森美孚、利安得巴塞爾工業公司、
雪佛龍菲力浦斯化工、荷蘭皇家殼牌和英力士集團控股有限公司裝置均受到影響而關停，乙烯行業受到直接
影響。
美國動用戰略儲備，緩解颶風造成的供應中斷。據財經報社報導，由於颶風導致墨西哥灣沿岸煉油廠的石油
供應中斷，美國政府決定將從戰略儲備中釋放 100 萬桶石油，供應這個美國煉化產業中心地區，這也是美國
5 年來首次動用戰略石油儲備。
目前受颶風影響較大的板塊：（1）煉油：目前哈威已經造成美國約 23%的煉油產能關閉，可能使得美國煉
油能力降至 2008 年以來的最低水準。（2）乙烯、聚烯烴：北美地區乙烯產能為 3659 萬噸，佔全球的比例
約為 22%。受煉廠關停的影響，乙烯出現短缺，價格上漲。受此影響，下游聚烯烴價格也同樣上漲。美國聚
乙烯、聚丙烯產能佔全球的比重較大，分別為 15%、20%，受颶風影響預計價格仍有望繼續上漲。（3）丙
烯酸及酯：美國丙烯酸裝臵相繼停車，關停產能佔美國丙烯酸總產能的比例達到 45%，短期丙烯酸及酯供給
偏緊導致價格上漲，上周丙烯酸、丙烯酸丁酯國內價格分別上漲 3.6%、5.3%。（4）PX：目前美國 PX 裝置
停車產能佔全美的比例達到 47%，短期受供給影響 PX 價格有望上漲。
重點關注上市公司：受颶風影響，石化產品供給短期將呈現偏緊態勢，重點關注乙烯、聚乙烯、聚丙烯、丙
烯酸（酯）、PVC、丁二烯、PX、PTA 等石化產品，其價格或將受此影響而上漲。建議關注乙烯受益標的中
國石化、中國石油、上海石化、華錦股份，聚丙烯受益標的衛星石化、東華能源，丙烯酸（酯）受益標的衛
星石化，PVC 受益標的新疆天業，丁二烯受益標的齊翔騰達、華錦股份，PX、PTA 受益標的榮盛石化、桐昆
股份、恒逸石化、恒力股份等。

風險提示：產品供給增加，價格下跌等。

資訊科技服務：科技大公司的優勢在擴大
17 年中報是全年業績底，技術驅動的公司值得享有高溢價
2017 上半年行業整體淨利增速 17.6%，相比去年的 23.3%有所下降。我們認為，17 年中報是業績底，給予電
腦下半年好於上半年的判斷。電腦的併購高峰是在 15 年 Q1 和 Q2，由於並表效應，使得 1 年後的 16 年 Q1
和 Q2 是業績高點，同時後續由於政策原因，電腦並購沒有持續下去，所以 16 年 Q3 和 Q4 的並表效應減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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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推斷出，今年 Q1 和 Q2 業績由於去年的高基數，因而增速要慢於今年 Q3 和 Q4。今年中報是相對業績
底。
內生增長佔比約 2/3，智慧安防、金融 IT/互聯網金融增長喜人，關注企業級服務、智慧城市、資訊安全等。
電腦行業 17 上半年剔除外延影響的純內生增長佔比約 2/3，行業淨利內生增長約為 12%。從細分領域看，
智慧安防、金融 IT/互聯網金融方向增速顯著高於行業平均，且相比 2016 上半年增速有所提升，處於高景氣
週期；智慧城市方向隨著十三五規劃的落地和地方政府採購的展開，相比 16 上半年增速也有顯著提升。此
外，企業級服務和資訊安全細分領域利潤反轉和內生增長確定性也較強，同樣值得關注。
科技大公司的優勢在擴大
良好的收入、穩定的現金流是持續投入的基礎，龍頭企業對於相關投入越來越重視，技術驅動帶動企業競爭
優勢不斷擴大，這主要體現為大公司研發投入的絕對金額和收入佔比的提升，和業績的穩定增長。行業集中
度的提升，以及監管大環境下市場更關注具有良好的內生增長，體現出企業自身的技術積累和經營能力的公
司。科技創新的硬實力，技術驅動的龍頭公司值得享有高溢價。
海通電腦 9 月投資組合：海康威視、大華股份、東軟集團、中科曙光、四維圖新

風險提示：部分細分領域資訊化需求低於預期，市場波動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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