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 09 月 05 日

策略點評
9 月解禁額繼續攀升
核心結論：①8 月產業資本在二級市場淨減持 0.44 億元，而 7 月淨增持 25.4 億元，14 年以來產業資本月均
淨減持 86.7 億元。②以最新股價測算，9 月解禁市值/流通 A 股市值為 0.69%，16 年以來該比值均值為
0.51%，解禁市值/成交金額為 4.05%，14 年以來該比值均值為 2.07%。③以最新股價測算，9 月 A 股解禁市
值約為 3039 億元，較 8 月的 2413 億元大幅增加，全年月均解禁 2012 億元，17 年下半年 A 股逐步進入解禁
高峰期。
8 月產業資本二級市場淨減持 0.44 億。截止 8 月 31 日，8 月產業資本在二級市場淨減持 0.44 億元，而 7 月
淨增持 25.4 億元，16 年以來產業資本月均淨減持 41 億元。從板塊看，產業資本在主機板淨增持 9.1 億元，
中小板、創業板淨減持 5.6 億元、3.9 億元，淨增持額/解禁市值分別為 0.53%、-1.44%、-1.25%，產業資本在
主機板增持力度最大。從行業來看，產業資本在商貿零售、有色金屬、電力設備增持力度最強，淨增持額分
別為 6.7、6.8、1.8 億元，淨增持額/流通 A 股市值分別為 0.08%、0.05%、0.02%；煤炭、綜合、通信的減持
力度最強，淨減持額分別為 4.1、1.1、3.1 億元，淨減持額/流通 A 股市值分別為 0.05%、0.03%、0.03%。從
個股來看，8 月新大洲 A 增持力度最強，增持額 2.9 億元，增持金額/流通市值為 4.9%，國軒高科減持力度
最強，減持額為 3 億元，減持金額/流通市值為 1.8%。
9 月 A 股解禁市值約為 3039 億元，較 8 月大幅提升。按照 2017/08/31 的股價估算，9 月 A 股解禁市值約為
3039 億元，較 8 月的 2413 億元大幅增加，全年月均解禁 2012 億元，17 年下半年 A 股逐步進入解禁高峰期。
9 月解禁市值/流通 A 股市值為 0.69%，16 年以來該比值均值為 0.51%，解禁市值/成交金額為 4.05%，16 年
以來該比值均值為 2.07%，對比而言解禁相對規模高於 16 年以來平均水準。17 年全年 6 月解禁規模最小，A
股上半年解禁規模小於下半年，9 月解禁規模高於 8 月，創下解禁新高。從板塊看，9 月主機板、中小板、
創業板解禁金額分別為 2028、557、453 億元，解禁金額/流通 A 股市值分別為 0.58%、0.81%、1.46%，解禁
金額/成交金額分別為 2.7%、0.74%、0.6%。從行業看，9 月電力設備解禁壓力最大，解禁金額為 289 億元，
解禁市值/流通 A 股市值為 2.6%，食品飲料行業無解禁。從個股來看，9 月信威集團解禁規模最大，解禁金
額為 189 億元，解禁市值/流通市值為 44.2%。
8 月並購重組熱點。中昌數據：發行股份購買雲克科技 100%股權；傑賽科技：發行股份購買中網華通
57.7436%股權、華通天暢 100%股權、遠東通信 100%股權、中電科導航 100%股權、東盟導航 70%股權。

風險提示：海外金融市場波動，經濟增長失速，政策調控市場超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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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資金淨流入預計約 309 億
預計最新一周資金入市合計約流入 309 億元。最新一周基金發行+融資餘額+滬港通+深港通等合計淨流入
309 億元，而前一周資金淨流入 76 億元。其中銀證轉帳 6 月第 3 周流出淨額 677 億元，後續未再公佈該資
料；融資餘額增加 204 億元；公募基金新發行 47 億元；滬股通規模增加 82 億元；深股通規模增加 65 億元。
市場情緒有所上升。上周年化換手率為 265%，前一周 207%，07 年高點 1658%；上周成交量均值為 463 億
股，前一周為 361 億股；融資交易占比 10.2%，前一周 9.9%，歷史高點為 19.5%，市場情緒有所上升。
融資融券市場看多情緒上升。截止上週五，股票融資餘額為 8709 億元，股票融券餘額為 33 億元。融資融券
餘額全市場流通市值占比為 2.68%，融資融券交易在融資融券標的中的交易佔比達到 19.03%。融資餘額買入
力度（融資餘額/周交易額）為 54.84%，較前一周下降，融券餘額賣出力度（融券餘額/周交易額）為 0.21%，
較前一周下降。一周融資買入 2987 億元，較前一周上升，融券賣出 34 億元，較前一周上升。股票融資融券
市場總淨買入額（淨融資買入額-淨融券賣出額）為 194 億元，較前一周上升。
股指期貨市場看多情緒有所上升。上周股指當月合約持倉 3 萬手。當季合約基差上升 18.42 點，下季合約基
差上升 22.61 基點，當月合約基差上升 8.21 基點，次月合約基差上升 9.41 基點。當月合約前十位多空持倉
比為 0.90，比前一周略降。
產業資本二級市場淨減持 3.73 億元。根據 WIND 統計，截止 9 月 1 日一周產業資本在二級市場淨減持 3.73
億元。其中，主機板淨減持 0.76 億元，中小板淨減持 1.10 億元，創業板淨減持 1.87 億元。從行業來看，國
防軍工增持力度最強，為 1.13 億元；房地產減持力度最強，為 1.76 億元。從個股來看，兆易創新增持力度
最強，約 2.45 億元，順發恒業減持力度最強，約 1.87 億元。
並購重組跟蹤。上周共有 1 家重大並購重組事件，為道明光學發行股份購買華威新材料 100%股權。上周證
監會並購重組委員會審議通過 5 家，分別為北京恒泰實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榮之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華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東礦機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福建聖農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風險提示：經濟增速下滑超預期或改革推進力度低於預期。

行業與主題熱點點評
機械工業：城軌進入“黃金時代”，關注通車端受益機會
多因素共振推動城軌快速發展。從多個角度看，我們預計城軌將繼續保持快速發展：1）從基建投資角度看，
城軌有利於拉動基建、設備、房地產、商業服務等行業發展；2）從政策角度看，國家從規劃、審批等多方
面給予支援；3）從資金角度看，二三線城市房價上漲帶動政府收入上升，以及 PPP 項目吸引社會資本，共
同助力城軌專案融資；4）從城軌制式上看，除地鐵外的輕軌、有軌電車、磁浮也在快速發展，提升城軌的
總體運力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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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專案規模龐大，通車高峰期即將到來。我國已規劃遠期城軌里程可觀，我們根據《交通基礎設施重大工
程建設三年行動規劃》及地方地鐵網站對計畫開工和修建的專案進行統計，根據專案初始及跟蹤開通規劃對
未來 5 年的開通專案進行初步估算，預計 2017 年全國城軌新開通 52 條線，新開通里程有望達 1039 公里
（2017 年上半年已開通約 300 公里），較 16 年顯著提升，通車高峰即將出現。根據現有專案的開通規劃，
我們預計年開通超過 1000 公里的通車高峰將持續到 2021 年。
開通端業績逐漸受益，建議關注車輛及月臺機電設備。地鐵隨著城軌開通高峰的到來，產業鏈的景氣位置將
逐漸向開通端轉移，而處於開通端的月臺機電設備（如信號系統、自動售檢票系統）和車輛設備（整車、門
系統等）企業將逐漸受益。建議關注城軌門系統龍頭康尼機電，高鐵城軌受益標的春暉股份，關注城軌車輛
製造商新築股份、信號系統龍頭中國通號和眾合科技、自動售檢票領導者華銘智慧。

風險提示：城軌修建進度不及預期，設備採購不及預期。

軟體：全球首款 AI 移動端晶片發佈，雲和端的再平衡
1. 搜狐等媒體報導，華為發佈首款 AI 移動計算平臺—麒麟 970，首款搭載麒麟 970 晶片的新一代 Mate 系列
將於 10 月 16 日在德國慕尼克發佈。這是業界首顆帶有獨立 NPU 專用硬體處理單元的手機晶片，處理相同
AI 任務，新擁有約 50 倍能效和 25 倍性能優勢。
2 驗證雲和端的再平衡趨勢。無論是華為人工智慧發展戰略，還是安防產業場景應用，符合我們一直強調人
工智慧的下一階段是“智慧終端機興起”，雲計算融合大規模人工智慧應用，智慧終端機走更為專用計算的
道路，大資料存儲將成為雲端的一個重要功能。
3. 場景為王。消費者是否願意為手機 AI 晶片買單，核心在於是否帶來有價值的應用場景。評估一個 AI 公司，
最重要正是其是否把持好的應用場景資料，比如電腦視覺的發展就依賴海量的圖片。而目前來看，智慧安防
是終端智慧化和場景資料的典型，我們預計有可能最早爆發。
關注標的（1）中科曙光、科大訊飛；（2）AI 安防：海康威視、大華股份、蘇州科達。

風險提示：人工智慧應用拓展不及預期；系統性風險。

傳媒：三維度選股：三季報估值切換龍頭
從行業層面而言，監管趨嚴的狀態並沒有改變，所以謹慎對待板塊估值，但是行業景氣度依然較高。從板塊
層面而言，定增、並購等再融資手段已經出現轉暖跡象，這對板塊是重大利好。從行業策略而言，我們關注
業績高增長的影視、遊戲和教育行業。公司層面，文化傳媒的行業集中度在提升，資源向優質龍頭或細分市
場龍頭靠攏，三維度選股：1）三季報高增長；2）明年估值切換優勢明顯的公司；3）行業龍頭或細分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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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頭。推薦三個子版塊，遊戲、影視和教育。遊戲台塊，短期推薦帝龍文化，中長期看好完美世界、中文傳
媒。影視板塊，短期推薦慈文傳媒、唐德影視，中長期看好華策影視、光線傳媒、新文化。教育板塊，推薦
龍頭標的，威創股份、新南洋。

風險提示：減持解禁風險、商譽減值風險、個股業績增速不及預期風險等。

有色金屬：鐠釹、預焙陽極價格反彈
據百川資訊，9 月 4 日氧化鐠釹價格開始反彈，氧化鐠釹價格上漲 2.04%報價 50 萬元/噸，較年初上漲約
93.8%。受工信部成立稀土核查小組影響，違規企業產能受到打壓，供給端出現萎縮。從供需平衡的角度，
近年來全球稀土供給一直處在短缺之中。預計未來隨著新能源汽車需求的增長，短缺的情況短期內不會改善。
但是由於中國“黑稀土”產業的存在，以及市場積累的庫存影響，稀土價格仍處在底部，看好稀土價格。
9 月 4 日預焙陽極價格上漲 1.49%至 4283 元/噸，較年初上漲約 37.28%。預焙陽極價格上漲主要是受成本和
需求的雙重推動，在環保持續加壓和採暖季限產的影響下，堅定看好後市預焙陽極價格上漲。

風險提示：下游需求不及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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