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 11 月 3 日
行業與主題熱點
傳媒：10 月票房增速超40%，市場持續升溫推薦影視院線。
10 月全國票房48.07 億元，同比增長40.6%；觀影人次1.51 億次，同比增長37.3%，平均票價31.8 元，與去年同期增
長2.6%。10 月共上映44 部影片，其中7 部進口片；整體國 產片票房37.04 億元，占當月票房77.06%；持續受到十一
國慶檔催化，整體國 產片票房占比較高。1）需求旺盛，優質影片有望持續拉動票房市場。2）四季 度估值切換。3）
重點推薦低估值、業績確定性強個股。
鋼鐵：鎳價上漲下的不銹鋼盈利分析。
我們分別測算當鎳價與鋼價雙漲、雙跌、漲跌幅不一時對不銹鋼毛利的影響。結果顯示不銹鋼毛利對鎳價變動存在放大
作用，具有彈性。若未來鎳價繼續上漲，保守情況下（即鎳價每上漲1%不銹鋼價格僅上漲0.77%），毛利上漲幅度也將
大於鎳價上漲幅度，利好不銹鋼企業，因此我們推薦太鋼不鏽等不銹鋼公司。
資訊科技服務：從三季報看具備長期空間的優質龍頭公司。
我們強調板塊機構配臵已處於歷史低點，需聚焦那些高景氣細分行業的優質龍頭公司，估值底清晰、符合產業方向、內
生增長穩健的中大白馬是今年的配臵重點。下半年好于上半年，智慧安防、大資料增速較快。應用端我們看好智慧安防。

重點報告
【金融工程專題報告】學術研究中的財務異象與本土實證（二）——盈利品質
盈利品質。企業盈利由應計量（未收到現金的收入）與現金流組成。不同組成部分的持續性存在差異，應計量持續性較
低，現金流持續性較高。因此，相比應計量，現金流具有更高的盈利品質。學術研究發現，在海外市場，盈利品質對股
票收益存在影響。
應計量異象。在美股市場，投資者往往會高估企業盈利中應計量部分的持續性，從而高估企業盈利與股票收益。國內市
場也存在類似現象，在控制風格、盈利、行業後，應計量與股票未來收益呈現負相關。
應計量的正常與異常部分。企業的應計量與其銷售變化，固定資產有關。通過行業內的截面回歸，將應計量分為正常與
異常部分。研究發現，應計量異象主要由應計量中的異常部分引起。
分配給股權持有人的現金流。現金流是企業盈利中的重要部分。根據現金流的歸屬，可以將其分為留存於企業、分配給
股權持有人、債權持有人三類。海外市場的結論是，企業現金流中僅有分配給股權持有人部分具有持續性。類似地，在
國內市場中，現金流中僅有分配給股權持有人部分與股票未來收益正相關。
國內市場中，關於盈利品質指標的異象與海外市場的結論基本一致。但是，在控制風格、盈利、行業等因素後，盈利品
質指標對股票收益的區分能力有限。因此，其對多因數模型的影響並不顯著。
盈利水準是盈利品質的基礎。按照盈利能力，將股票分為高、中、低盈利三組。研究發現，隨著組間盈利水準的下降，
盈利品質指標與股票未來收益的相關性也隨之下降。所以，脫離盈利水準來看盈利品質並不合適。

1

風險提示：因數有效性變化。
【金融工程專題報告】FICC 系列研究之六——多品種趨勢策略中的倉位管理方法
本篇報告作為FICC 系列報告的第六篇，主要介紹趨勢策略中的多種倉位管理方法，並在選定基礎策略的情況下，實證
對 比了不同倉位管理方法對趨勢策略的提升效果。
期貨趨勢交易策略：採用簡單通道突破策略疊加趨勢篩檢程式來構建基礎交易策略，根據海龜交易法則設定策略初始倉
位。 以2006/1/1-2017/7/31 內全部已上市商品期貨和金融期貨日資料為樣本構建的基礎策略年化收益率為5.44%，最
大回撤為 7.39%，夏普比率為1.21，收益回撤比為0.74。
倉位管理方法介紹：常見的倉位管理方法包括：相關性法、淨值法、目標波動率法、Omega 最優化法、最大回撤法和動
態出場法等。其中相關性法可細分為閾值法和資產組合法；淨值法可細分為動量法、均線法和策略法；目標波動率法採
用 組合目標波動率來調整整體倉位；最大回撤法可細分為最優化法和相等貢獻度法；動態出場可細分為鎖定盈利法和
風險差額法。
倉位管理方法表現：多數倉位調整方法能夠進一步提升策略表現，其中目標波動率法提升效果最為顯著，策略全樣本年
化 收益率為5.37%，最大回撤為4.12%，夏普比率為1.37，收益回撤比為1.30。
通過選定趨勢性較強的品種構建組合，趨勢交易策略及不同倉位元管理方法的表現均有所提升。以表現最優的鎖定盈利
法為 例，策略年化收益率為12.79%，最大回撤為6.93%，夏普比率為1.87，收益回撤比為1.85。
本文將期貨品種劃分為12個小類和3個大類，分別根據不同分類級別（品種\小類\大類）進行倉位調整。發現大多數方
法 的表現隨著分類等級的遞進而下降，但目標波動率法在全部分類等級上效果均顯著。
風險提示：市場系統性風險、模型誤設風險。
【行業深度報告】石油化工：煉化盈利仍處高位，油氣開採業績改善 ——石化行業2017 三季報分析
石化行業分析
原油價格三季度價格回升。2017 年7 月至今，布倫特油價上漲27.4%，重新站上60 美元/桶；2017Q3 布倫特原油均價
52.10 美元/桶，同比+13.9%，環比+4.8%。 石化產品價差表現分化。2017Q3，煉化產品價差表現分化，烯烴價差環比
擴大，芳烴價差環比回落。其中乙烯、丙烯、 丁二烯與石腦油的價差環比分別擴大6.5%、11.6%和6.6%，苯、甲苯、二
甲苯與石腦油的價差同比分別回落7.7%、4.9%、 2.2%。代表石化行業盈利變化趨勢的乙烯-石腦油價差環比回升。
上市公司分析
公司分類。我們將石化行業上市公司分為三個子板塊：油氣開採、油服、石油化工。由於中石油、中石化收入、利潤規
模 遠超行業內其他公司，因而我們將單獨分析這兩家公司。
油氣開採板塊：油價企穩回升，三季度業績環比改善。第三季度，4 家油氣開採行業上市公司合計實現營業收入50.93
億 元，同比增長98.40%；合計歸屬母公司淨利潤2.28 億元，同比增長93.08%；淨利潤率4.47%。
油服板塊：油價低位回升，虧損同比收窄。第三季度，12 家油服行業上市公司合計實現營業收入208.05 億元，同比增
長 23.30%；合計歸屬母公司淨利潤-5.57 億元，虧損同比大幅收窄；淨利潤率-2.68%，同比增長25.6 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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煉化板塊：煉化高景氣，行業盈利處歷史高位。第三季度，31 家煉化行業上市公司合計實現營業收入1402.82 億元，
同 比增長60.62%；合計實現歸屬母公司淨利潤46.50 億元，同比增長45.13%，環比回升28.49%；淨利潤率3.31%。
未來展望
油價：振幅收窄、趨勢向上。我們預計未來幾年原油均價將逐步上移，以下幾點將支撐油價震盪上行：OPEC 會議或將
再 次討論延長減產期限、沙特阿美上市預期、2015-16 連續兩年資本支出下降將影響全球原油產量、地緣政治因素。
週期：我們認為石化行業景氣高峰出現在2016-18 年。乙烯-石腦油價差持續擴大，預示著石化行業盈利持續改善。預
計 煉油化工行業盈利仍將維持高位。
投資建議
投資建議。在油價震盪上行過程中，關注油價反彈五類投資機會：油氣開採、業績彈性、油服設備、煤化工、綜合油氣。
目前我們建議重點關注：新奧股份、新潮能源、桐昆股份、中國石化。
風險提示。油價持續下跌、石化產品價差回落、行業景氣度下行。
【行業深度報告】房地產：房地產行業2017 三季報綜述：調控持續，城市和開發商分化繼續
2017 年三季報所反映的問題。行業集中度高位略有回落：2017 年三季度末，龍頭公司市占率相對2017 年上半年的高
位 有所回落。截至2017 年前三季度，四家A 股龍頭地產企業全市場銷售金額占比為8.55%，銷售面積占比上升至4.46%，
分別為2017 年上半年的9.26%和 4.80%回落0.71 個百分點和0.34 個百分點。由於招保萬金四家龍頭地產商更多聚焦一
線城市，這使得四家龍頭開發商的銷售金額占比要明顯高於銷售面積占比。
當期銷售和現金流。2017 年前三季度A 股地產企業銷售商品、提供勞務收到的現金為1.55 萬億元，同比增加11.3%；
此 外，行業2017 年前三季度的購買商品、接受勞務支付的現金為1.20 萬億元，同比增加29.6%。2017 年前三季度行
業經 營性現金流呈淨流出狀態。
存貨數量保持增長。2017 年前三季度上市地產企業累計存貨達到4.23 萬億元，增速達到19.6%。不僅庫存絕對值創出
新 高，而且庫存增速有所上升。這主要是由於：1）2017 年下半年以來房地產政策趨嚴，一線城市預售證限價管理並
未放開； 2）部分二線城市也加入了限售和限價的隊伍中來；3）下半年以來一線和部分二線城市加大了土地供應的力
度。
對重點覆蓋企業的分析。我們同時對重點房地產企業的收入、淨利潤、存貨、預收賬款和銷售商品、提供勞務所接受的
現 金流變化趨勢等做了比較和分析。
投資建議。截至10 月31 日，A 股滬深300 動態PE 為14.12 倍，地產動態PE 為16.16 倍。目前行業基本面和政策面逐
步清晰，我們認為板塊分化行情將繼續；因城施策的分類調控將使得藍籌基本面將持續超越行業，估值溢價能力將不斷
增 長。投資建議：重申板塊4Q 逆襲。繼續看好海通五虎組合【萬科A、保利地產、新城控股、藍光發展、陽光城】和
華僑 城A、招商蛇口、華夏幸福、濱江集團、廣宇發展等。主題繼續看好長租世聯行。
風險提示。行業面臨加息和政策調控兩大風險。
【行業深度報告】傳媒：傳媒三季報總結：業績穩健增長，掘金細分領域龍頭
三季報總結：1~9 月營收、淨利同比增長均超10%。根據我們統計的154 家傳媒公司資料，整體傳媒板塊2017 年1~9 月
實現營業收入同比增速為11.63%，歸母淨利潤同比增速為13.77%，實現穩定增長；從細分板塊來看，遊戲仍是前三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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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增速最為亮眼的細分子板塊， 1-9 月營收同比+51.83%，歸母淨利+41.8%，營收淨利增速均維持高增長；我們判斷傳
媒已告別過去粗放發展的階段，行業格局基本明朗，龍頭公司將充分享受市場集中度提升帶來的業績釋放，真正有價值
的 龍頭公司是我們重點關注的物件。維持三維度選股思路：1、未來1~2 年業績穩健增長確定性強的公司；2、明年估
值切 換後估值在20X 左右的公司；3、專案制公司重點關注新產品上線帶來的預期變化。
影視板塊：關注龍頭股估值切換，優質內容帶動板塊回暖。2017 年前三季度申萬文化傳媒版塊下跌17.40%，申萬影視
動 漫板塊下跌14.4%。前三季度電影市場名義票房427.1 億，同比增長20.5%，增長穩健。電視劇市場中，網劇呈現持
續強 勁攻勢。推薦：光線傳媒、唐德影視、中國電影、新文化。
遊戲台塊：三季報營收同比+68%，歸母淨利+38%。遊戲台塊前三季度營收同比增長68%，歸母淨利同比增長38%，表 現
亮眼。行業層面來看，2017 年Q3 國內遊戲市場實際銷售收入達305.3 億元，環比增長6.6%，同比增長42.3%。未來 持
續看好“大IP 儲備+研運一體+海外發行”的公司。重點從行業龍頭和邊際向好兩個角度進行推薦：完美世界、三七互
娛、帝龍文化。
行銷板塊：新媒體投放增速加快，關注細分管道龍頭。17 年6 月-8 月廣告市場（不含互聯網）實現同向增長，分別為
4.8%、 5.3%和0.7%，傳統管道投放維穩，新管道投放同比增速加速；互聯網廣告市場30%高增速依舊，移動行銷占比近
7 成。 17 年上半年板塊營收增速27%，歸母淨利增速14%，四季度行業旺季，推薦細分管道龍頭：分眾傳媒、視覺中國、
思美 傳媒、利歐股份。
傳統媒體板塊：行業下行倒逼轉型升級，關注執行力強、佈局初見成效的傳媒國企。互聯網新媒體對傳統媒體的衝擊深
遠 持續，行業整體增速連續多年放緩，傳統紙媒賴以生存的廣告市場也不容樂觀；有線電視和數位電視使用者首次在
近10 年 內出現下滑。傳統媒體行業不景氣，公司亟待轉型升級，關注執行力強，在轉型佈局上已有成效的公司：皖新
傳媒、長江 傳媒、東方明珠。
教育板塊：《民促法》風向積極，教育資產證券化浪潮迭起。新民促法9 月正式實施，9 月以來教育股海外上市迎來小
高 潮，行業受市場認可。企業的決心、實力和現狀將繼續影響未來一定時期內的發展格局、業績增速。教育產業正處
消費升 級、政策有條件放開，證券化水準提升的拐點，產業規模集中度有望持續。推薦：威創股份、新南洋、世紀鼎
利、百洋股份、開元股份、南方傳媒。
體育板塊：產業持續增長，景氣度依舊。中證體育指數所含24 家A 股體育公司2017 年1-9 月總體累計實現歸母淨利潤
64.57 億元，較2016 年同期增長42.45%；增速雖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但依然維持較高增速。體育產業投資邏輯轉向
業 績為王，行業龍頭公司看點足。關注“體育+”概念。推薦：當代明誠、雙象股份、雷曼股份、三夫戶外、星輝娛樂、
力 盛賽車。
風險提示：商譽減值風險；解禁減持壓力；行業增速放緩。

行業與主題熱點點評
傳媒：10 月票房增速超40%，市場持續升溫推薦影視院線
10 月全國票房48.07 億元，同比增長40.6%；觀影人次1.51 億次，同比增長37.3%，平均票價31.8 元，與去年同期增
長2.6%。10 月共上映44 部影片，其中7 部進口片；整體國產片票房37.04 億元，占當月票房77.06%；10 月前三影片
合計票房貢獻28 億元，占比58.2%：《羞羞的鐵拳》（18.7 億元）、《追龍》（4.92 億元）、《英倫對決》（4.37
億元）；持續 受到十一國慶檔催化，整體國產片票房占比較高。1）需求旺盛，優質影片有望持續拉動票房市場。2）
四季度估值切換。 3）重點推薦低估值、業績確定性強個股。建議關注優質內容公司和院線個股：光線傳媒、捷成股份、
華誼兄弟；華策影 視、慈文傳媒、唐德影視；院線個股中國電影、上海電影。
風險提示：電影票房不達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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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鐵：鎳價上漲下的不銹鋼盈利分析
11 月1 日，鎳價突破13000 美金/噸。根據和訊網報導，主要由於宏觀基本面穩定、國內庫存處於歷史地位等原因導致。
鎳作為300 系不銹鋼的重要原料，占不銹鋼總成本比重大，對產品盈利有較大影響，我們對此次鎳價上漲造成的不銹鋼
盈 利變化進行測算。
從歷史資料來看，鎳的價格與不銹鋼價格呈現高度相關性，走勢基本一致，這主要是由於鎳價對不銹鋼價格具有成本推
動的作用。鎳價的上漲在短期內可能會削弱不銹鋼盈利，但是長期看，不銹鋼價格會對成本上升做出反應，推動不銹鋼
價格 上漲。
具體來說，取2012 至今的鎳鐵與300 系不銹鋼價格做線性分析，二者相關係數高達88.43%。二者價格資料取對數回歸
後係數為0.7687，意味著鎳鐵價格變動1%時，不銹鋼價格大約變動0.77%。
不銹鋼獨特的產品特性主要來源於在鐵中價格的鉻、鎳等元素。根據不銹鋼種類不同，成分占比也有所不同。200系不
鏽 鋼中鉻含量在16%-18%之間，鎳含量在3.5%-5.5%，此外還加入適量的錳等金屬；300 系不銹鋼中鉻含量16%-20%左右，
鎳含量在8%-12%之間，但是由於成本考慮，絕大多數的企業以8%最低含量標準進行生產；400 系不銹鋼又稱為節鎳型
不銹鋼，基本不含有鎳，鉻含量在14%-20%之間。
因此，此次鎳價上漲影響最大的是300系不銹鋼。根據51 不銹鋼網資訊，300 系不銹鋼冶煉有四種原料配比模式，分別
為普通配料模式、完全鎳鐵模式、低鎳鐵+鎳板模式和完全純鎳模式。我們根據以上四種用料模式，以11月1日原料價格
對不銹鋼成本進行了成本測算，發現不同模式下，鎳成本占比在48%-63%之間，其中標準模式下占比最低，低鎳鐵+鎳板
模式占比最高。
在對成本進行測算後我們發現，總體上看，四種用料方式下不銹鋼成本差別較小，但完全鎳鐵形式的用料配比估算成本
總體較低，目前鋼企也普遍採用該種方式進行投料，因此我們對此種用料模式下的收益進行情景分析。
我們分別測算當鎳價與鋼價雙漲、雙跌、漲跌幅不一時對不銹鋼毛利的影響。結果顯示不銹鋼毛利對鎳價變動存在放大
作用，具有彈性。若未來鎳價繼續上漲，保守情況下（即鎳價每上漲1%不銹鋼價格僅上漲0.77%），毛利上漲幅度也將
大於鎳價上漲幅度，利好不銹鋼企業，因此我們推薦太鋼不鏽等不銹鋼公司。
風險提示：行業波動性仍存；政策風險。
資訊科技服務：從三季報看具備長期空間的優質龍頭公司
回顧10 月，電腦指數整體漲幅-4.5%。然而，以海康威視、大華股份等為代表的白馬龍頭卻逆勢上漲。三季報表現靚麗，
行業處於高景氣週期的同時，公司積極佈局智慧化時代新趨勢，具備長期增長基礎。我們自7 月底《電腦行業跟蹤週報
第80 期：部分低估值和業績確定性高的標的可以樂觀些了》以來，強調板塊機構配臵已處於歷史低點，需聚焦那些高
景 氣細分行業的優質龍頭公司，估值底清晰、符合產業方向、內生增長穩健的中大白馬是今年的配臵重點。
下半年好于上半年，智慧安防、大資料增速較快
2017 年前三季度行業整體營收同比增長23%，歸母淨利同比增長23.8%。相比17H1 營收和淨利增速都有所增長。這也
印證了我們之前的判斷：17 年中報是業績底，電腦下半年好於上半年。從細分行業看，大資料、智慧安防、和部分智
慧交通/智慧城市標的增速高於行業平均。產業政策和智慧化需求升級下智慧安防增長確定性強，同時大資料、智慧化
帶動 實體經濟轉型是目前國家戰略重心所在。從內生外延分析看，17 年前三季度行業內生增長占比約3/4，淨利內生
增速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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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好AI 和智慧化應用
新一代科技革命與我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正形成歷史性的交匯。在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指引下，從關鍵技術的自
主 創新突破到關乎國計民生的各領域，從新IT 技術與製造業的融合創新下不斷催生的新業態新模式，再到融入人們生
活的 方方面面，智慧化將成為我國經濟轉型和關鍵領域建設的關鍵。對於人工智慧，從晶片到終端到應用，基礎資訊
架構和深 度學習能力已發生深刻變革，應用端我們看好智慧安防。
海通電腦11 月投資組合：海康威視、大華股份、中科曙光、四維圖新、啟明星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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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