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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证券研究所

新货币环境股市更具魅力

2010

年，地产调控、银行股融资、海

外市场波动成为影响市场运行的重要

因素。 货币紧缩和地产调控政策力度之

大显著超出了市场预期，并成为上半年

股指震荡深幅调整的决定性因素；下半

年在经济好转和国内外过剩流动性的

推动下，市场呈现出了从估值的全面修

复到分化修复的局面。

2011

年是“十二五”开局元年，也是

上一轮经济周期结束与新一轮经济周

期开始的切换年，宏观经济将实现软着

陆。 通胀预期的缓解、经济短期走势的

回稳以及中长期增长动力的逐渐明晰、

投资者行为从朦胧期到理性期、股市融

资压力的显著减轻，都将引导全市场风

险溢价下行，推动整体估值中枢全面上

移。 导致目前风险溢价高企的核心问

题———通胀压力或会在明年二季度得

到缓解，那么一季度在投资者预期明显

好转下，蓝筹股将引领全市场实现价值

回归。

从大类资产配置的角度来看，债

市弱于商品（房地产、大宗商品），商品

弱于股市， 股市对流动性的吸引力加

大。 随着抗通胀政策陆续出台，商品价

格有望回落， 国内房地产调控升级后

买房受到限制，加息难改负利率格局，

大宗商品高位震荡累积大量抛压盘风

险， 加息预期下债券价格进入下降通

道，而

A

股估值处于历史低位。 上述因

素叠加奠定了社会整体流动性趋紧，

但股市流动性增强的预期。 因此我们

认为，在资产配置角度，

2011

年股市的

投资价值凸显。

2011

年货币政策将呈现前紧后松

的态势。 在当前和明年年初通胀压力高

企形势下， 货币政策将维持收紧的格

局，但积极的财政政策仍将延续。 根据

民生证券宏观组的预测，明年

CPI

将分

别在

2

月和

7

月两次回落，从而缓解市

场对于货币政策趋紧的悲观情绪。 下半

年随着通胀压力的缓解货币环境将重

新回到较为宽松的局面。

资金成本上升但幅度有限。 在货币

供应恢复常规后，资金成本上升成为必

然。 市场利率上升的速度和空间将根据

经济增速做出调整， 但在我国

GDP

增

速告别高速增长期的背景下，预计资金

成本上升幅度不会太大。 短期内市场资

金成本的上升在货币市场表现得较为

明显。 在过去一个月时间内，银行间拆

借利率和央票发行利率开始稳步上扬，

其中

6

个月

shibor

利率由

12

个月前的

1.88%

上升至目前的

2.96%

，自

2009

年

11

月份以来这一指标连续上涨，首次超

过历史均值

2.94%

。 在未来一系列货币

政策的影响下，银行间资金面的短期压

力将显现。

中长期市场资金成本仍然低于历

史平均水平， 在

GDP

增速放缓的前提

下， 预计资金成本上升幅度不会太大。

历史上市场资金成本大幅攀升多出现

在连续大幅加息和经济过热货币需求

旺盛的环境中。 在明年

GDP

增速放缓、

实体经济需求减弱的前提下，预计资金

成本上升幅度不会太大。

在控通胀的主体思路下，

2011

年

货币环境趋紧导致股市流动性减弱成

为市场普遍预期，但我们认为，股市流

动性仍将好于

2010

年，主要是因为：大

型银行股首发、集体配股结束，明年股

权融资压力将回归正常水平。根据我们

的测算， 资金核心压力仍然要好于

2010

年。 我们预计，

2011

年

A

股市场

融资比

2010

年低

1800

亿左右， 约为

7200

亿元。

蜜蜂偶尔喜欢上了一朵玫瑰花，从此就只盯着它吮吸。 当玫瑰花枯萎了，

蜜蜂仍拼命吮吸，因为它以前从这朵花上吮吸过甜蜜。 终于有一天，玫瑰花剩

下只是苦涩的毒汁，蜜蜂难以忍受，振翅高飞，向整个世界抱怨自己悲惨的境

遇。 这时，它猛然发现，枯萎的玫瑰花周围，处处是鲜花。

对连续三年下跌的中国股市而言，什么是那朵毒玫瑰？什么又是周围美丽

的鲜花呢？

市场向理性套利回归

2010

年国内政策退出、 房地产调控

政策出台、 海外主权危机等变数成为推

高

A

股市场风险溢价的关键性因素。

2011

年， 对通胀担忧的逐渐消退和货币

政策预期的好转将引导风险溢价下行，

海外市场的逐渐明朗也将有利于缓解对

外围市场的担忧情绪。 根据噪音交易模

型的分析， 目前

A

股投资者行为正在从

朦胧期向理性期过渡， 这也将有利于促

使风险溢价的稳步回落。

2011

年预期明朗， 主导市场风险溢

价下行。 股权风险溢价（

ERP

）是指投资

者投资于股票市场时因承担风险所期望

的超过无风险利率的超额收益率， 因此

ERP

直接展示了投资于股票市场所获得

的风险报酬。

A

股市场风险主要来自于

宏观经济运行、通胀预期、宏观政策、流

动性、 市场制度以及国际市场的预期不

确定性， 上述因素的明确与否直接决定

了市场的风险溢价水平。

2010

年， 严厉的地产调控、 欧债危

机、 宏观经济运行趋势的不明朗以及通

胀引发的政策紧缩预期成为推高市场风

险溢价的主要因素。 展望

2011

年，稳增

长、 控通胀、 促转型的政策思路已经明

朗；明年宏观经济前低后高、通胀前高后

低、 货币政策前紧后松的经济政策形势

已经成为市场一致性预期； 虽然欧债危

机忧虑仍存， 但各方应对措施已显得更

为应手与成熟， 海外市场风险将有效缓

解。 我们认为，二季度通胀回落、政策隐

忧减轻将成为

A

股风险溢价下行的转折

点。

过去五年市场先后经历了暴涨期、

回归期、暴跌期与朦胧期，目前

A

股市场

无论是换手率还是封闭式基金折价率都

远低于历史均值。 基于

DSSW

模型的分

析，我们认为，目前

A

股噪音交易程度已

经与国际上典型的理性市场相似，

A

股

投资者行为正在从朦胧期向理性期过

渡。

市场理性与非理性的交替可以用噪

音交易的变化来度量， 噪音交易者与理

性投资者的不断更迭是中国股市暴涨暴

跌规律的根源。 通过对近期

A

股换手率

及封闭式基金折价率的分析，我们认为，

目前

A

股的噪音交易已经处于历史低

位，市场正在从朦胧期向理性期过渡。 当

前

A

股换手率为

0.75%

， 远低于历史均

值，与美国、香港的十年平均换手率水平

（

0.69%

、

0.54%

）相当，说明现阶段噪音交

易已经趋近于香港、美国水平，市场正在

向理性套利回归。另外，

2006

年之前发行

的

26

只封闭式基金近

5

年来的平均折

价率为

26.2%

。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

日，

该

26

只封闭式基金整体折价率为

13.8%

，折价率仅仅是近

5

年平均水平的

52.67%

，处于历史低位，验证了我们对于

市场噪声交易程度较低、

A

股处于非理

性向理性期过渡的判断。

上证综指波动区间为

2800-4300

点

随着通胀压力缓解预期的明确和经

济基本面的回稳， 压制市场估值的力量

将明显减轻， 市场的整体估值中枢全面

上移并回归到合理的估值中枢， 上证指

数有望突破

4000

点以上， 并带给市场

35%

的回报。

估值提升有望贡献

12%

我们采用多阶段

DDM

估值方法，测

算

2011

年底市场合理的估值水平为

19.4

倍。 其基本假设是：未来

20

年企业

的整体盈利仍然不断增长， 但是增速逐

年下滑；长期无风险利率为

4.5%

，折现

率为

9.5%

；股票分红以过去三年的平均

分红率

30%

为基础，未来逐步小幅增加，

在市场进入成熟阶段后达到海外市场

45%

的平均水平。 对折现率

Ke

和永续增

长率

G

进行敏感性分析， 当

Ke

在

9%-

10%

和

G

在

3.5%-4.5%

之间时， 测算出

来的合理市盈率区间是

16-23

倍。

当前上证指数处于

2900

点，对应的

静态市盈率是

22

倍（以上年年报计算），

对应的动态市盈率是

17

倍 （以

2010

年

业绩增长

30%

计算）。明年年底若市场估

值修复到合理的中枢位置

19.4

倍，则估

值提升带来的回报为

12%

。

业绩增长有望提升

20%

对于企业利润增速的预测，可以分别

从工业企业和金融行业入手。 采用自上而

下的预测方式， 预计

2011

年工业企业利

润增速在

19%-22%

区间。结合民生证券金

融行业研究员

20%

的盈利预测以及金融

行业

46.3%

的净利润占比，我们预计

2011

年上市公司整体的利润增速在

20%

。

预计明年市场的股息回报率与当前

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相当。

2009

年全

市场的 分 红 率 为

34.8%

，

2010

年 为

31.19%

。按照今年全年业绩增长

30%

，分

红率在

30-35%

之间计算， 保守估计

2011

年全市场股息率为

2.4%

，与当前一

年期存款利率为

2.5%

基本相当。

A

股市场总回报将达

35%

2011

年，政策着力点将落实在控通

胀、稳增长、促转型三个层面上，预计宏

观经济将呈现通胀回落、经济回稳、转型

加速的特征。随着宏观经济见底、通胀压

力释放预期的逐渐明确， 压制市场估值

的力量将明显减轻， 市场有望迎来一轮

趋势性的行情，整体估值中枢全面上移。

预计

2011

年上证综指的波动区间

为

2800-4300

点， 合理的估值中枢是

4000

点，对应的市盈率为

19

倍。 目前经

济的通胀压力仍然较大， 春节前难以得

到明显缓解， 控制物价的各种措施还将

陆续出台。 二季度

CPI

上涨压力明显缓

解，经济实现软着陆。市场对于通胀的预

期已是非常悲观， 前期的连续下跌使得

市场风险已基本释放。我们认为，明年一

季度投资者预期将会有明显好转， 压制

全市场估值的因素也将得到解除， 指数

迎来估值中枢全面上移的局面， 蓝筹股

实现价值回归。 下半年随着经济转型的

加速， 市场热点有望再次转向转型受益

行业。 根据上述测算，我们认为

2011

年

A

股市场回报率将达到

35%

左右， 其中

估值贡献

12%

，业绩增长贡献

20%

，股息

回报贡献

2.4%

。

2009

年市场的核心推动力量是估

值的全面修复，

2010

年在刺激政策退

出、 海外市场波动等变数下风险溢价大

幅提升，短期估值波动加大。

2011

年，通

胀回落、经济回稳、转型加速，预期好转

下市场要求的风险溢价有望下降， 估值

与业绩有望双轮驱动市场走出趋势性的

上涨行情。

“

N

”型演绎牛市行情

我们认为， 市场有望按照两个阶段

来演绎估值的全面修复行情。第一阶段：

经济软着陆，蓝筹价值回归。当前

CPI

的

月度数据仍有创新高的可能， 市场对于

通胀的预期已是非常悲观。但是，鉴于前

期的连续快速下跌，市场风险已经释放。

一旦通胀预期略有好转， 制约全市场估

值的因素将得到解除。 明年一季度末至

二季度， 经过连续两个季度的货币收紧

和物价调控措施， 通胀压力有望得到明

显的缓解，经济实现软着陆。从短期数据

来看， 农业部和商务部公布的每周和每

日农产品价格环比已经开始回调。 市场

往往会提前反应， 一季度投资者预期将

会有明显的好转， 市场迎来估值中枢全

面上移的局面，蓝筹将实现价值的回归。

前期处于历史估值低位的银行、保险、房

地产、水泥、采掘等行业将迎来估值修复

的反弹行情。

第二阶段：转型加速，热点回归转型

受益行业。 明年下半年，随着通胀压力缓

解和经济基本面回稳， 政策的核心将从

“抑房价物价”重新回归到“促转型”上来。

整体而言，

2011

年是经济周期的切换年，

转型将在下半年开始加速，传统装备制造

业升级和具有确定性高成长的新兴产业

子行业将再次成为市场追逐的热点。

我们认为， 投资机会将主要集中于

从低估蓝筹的价值回归到新经济的确定

性成长板块。 一季度，随着不确定因素的

逐步释放， 大盘估值的压制力量将明显

减轻，前期低估的银行、保险、房地产、水

泥、 采掘行业有望将迎来估值修复的反

弹行情。 而行业景气持续向好的航空运

输、黄金和信息设备与服务板块，受益于

传统制造业升级的机械制造业和新经济

下的新兴产业子行业将享有业绩的确定

性高成长，投资机遇贯穿全年。

随着宏观经济见底、 通胀回落的预

期逐渐明朗， 压制大盘估值的力量将明

显减轻， 一季度市场有望迎来整体估值

中枢的上移，看好业绩增长确定性大，估

值优势显著的金融服务、水泥、采掘和地

产板块。

展望

2011

年，近期市场颇为关注的

通胀压力将随着经济减速和宏观调控在

明年春节后部分缓解， 明年下半年有效

缓解。 估值压力的释放将驱动

2011

年市

场的整体估值中枢上移， 业绩成长性好

的周期性板块将实现价值回归， 迎来估

值修复行情。 看好基本面向好、业绩增长

确定性大，估值优势显著的金融服务、水

泥、采掘和地产板块。

国新挂牌 开启央企重组新思路

申银万国研究所 桂浩明

岁末时分， 一个注册资金为

45

亿元人民币的新公司诞生。这就是隶

属于国资委的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

任公司。 这个公司不是生产型企业，

也不是投资公司，而是央企范围内从

事企业重组与资产整合的一个平台。

也因为这样，它的出现引起了证券市

场各界人士的关注。因为大家都有这

样一种预感： 随着国新公司的运转，

中国的央企重组将开启新的一幕，

并且将对中国的资本市场带来深刻

影响。

央企重组的三类方式

众所周知，央企改革是中国经济体

制改革中的重要一环。多年来，有关方面

一直在努力推进央企重组与上市，并且

取得了重大的进展。目前，央企重组主要

有这样几种形式：一个是在央企中分离

出部分优质资产先行上市。 待条件成熟

以后，在剥离不良资产的前提下分阶段

实现整体上市；还有一个是央企将优质

资产注入到旗下的上市公司，通过资本

运作实现借壳上市；另外则是优势央企

收购兼并弱势央企，在对资产进行深度

整合以后完成上市。通过这样的操作，现

在央企的数量较过去有了比较明显的

减少，但是质量却明显提高，竞争力更是

上了一个台阶。同时，相当数量的资产被

证券化，达到了保值增值的目的。 另外，

央企在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也

得到了巩固，为推动国家的经济发展，发

挥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毋庸置疑，以上这些形式的

央企改革， 都需要以规模庞大的优质

资产为基础。 同时，各央企之间的协调

与配合也是至关重要的。 实践证明，尽

管相当数量的央企通过以上这些途径

进行了重组， 但同时也有一定数量的

央企无法用这些手段来实施整合。 特

别是一些业绩不佳、规模较小、实力较

弱， 同时所处行业又非关系国家经济

命脉或国家安全的央企， 它们的改革

就比较困难。 因为与那些优势央企在

产业方面的关联度不高， 相互之间的

重组也就难以起到资源优化配置的作

用。 而限于当前实际，这些央企也很难

在其它所有制企业中寻找到重组的伙

伴。 当年，中央要求到

2010

年，将央企

数量压缩到

80-100

家。 从实际进度来

看，时下还剩

20

家央企的重组没有完

成。 要在年底前做完这些事情，显然已

经不可能。 究其原因，无非就是原先的

重组模式不能够适应这些央企的具体

情况。 显然，这些央企的改革需要另辟

蹊径。 而成立国新公司，将其作为央企

资产整合的平台， 就是有关方面的一

次实践。

整合者角色提供新思路

对于国新公司的职能，有关方面

是这样描绘：持有国资委划入得到有

关央企国有产权并履行出资人的职

责，配合国资委推进央企重组；接受、

整合央企整体上市后存续企业资产

及其它非主业资产，配合央企提高主

业竞争力。 显然，在这里，国新公司更

多是充当一个整合者的角色，甚至是

在一定程度上在做一些投行工作。 有

媒体将国新公司称作为央企重组的

“清道夫”，尽管从语义上讲未必是很

贴切，但是倒也十分形象。 应该说，当

国新公司具有了对划入央企的处置

权以后， 就有可能根据实际情况，对

相关资产进行处置，按照优化配置资

源的原则予以重组。 这样，不仅是大

大提高了工作效率，而且有望跳出过

去条块分割的制约，有重点地推进国

资的进入与退出，加快困难央企的整

合速度。

诚然，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国新

公司一定会利用资本市场。由于国新

公司的定位就是一个企业化的平台，

在本质上是一个“中间型”的公司，这

就使得其在运作过程中，需要更多地

借助各种资本运作的手段，从而帮助

下属的央企实现其自己无法推进的

重组。 国新公司成立后，其首先就接

受了五矿股份

2.5%

的股权。 五矿股

份是五矿集团下属的上市公司，拥有

五矿集团

90%

的资产。但五矿集团还

有一些非盈利的资产，它们的处置就

是一个问题。 而这个问题不解决，也

会拖累五矿股份的发展。 现在，国新

公司掌握了这部分股权，就有能力去

解决五矿集团的不良资产。这样的前

景，无疑是为央企的重组提供了新的

思路。

另外， 国新公司还能够通过资产

置换等形式，向新兴产业进军，为央企

培育新的战略性企业。 而在这方面，显

然又是需要资本市场提供支持的。 如

果说， 过去央企在重组中利用了资本

市场，而有了国新公司以后，央企将是

通过资本市场来实现重组。 无疑，国新

公司的出现，即是助推了央企的重组，

同时也是给资本市场带来了新的操作

题材。

借助国新公司平台审视央企

这几年来， 央企重组一直是资本

市场关注的一个焦点， 当年中国船舶

借壳沪东重机上市的成功， 曾经极大

地提升了广大投资者对于央企重组的

关注度。 而航天军工领域央企的不断

重组，不仅仅是实现了企业间的整合，

同时也为资本市场带来了一个又一个

的牛股。

当然， 现在再要寻找到这样各方

面都得益极大的案例，难度是比较大。

因为优势央企大都已经完成了重组，

而没有完成的，则是遇到了各种困难。

因此，资本市场上的央企重组题材，虽

然很受关注， 但是这几年来可操作性

是差了些。 不过，现在有了国新公司，

一种全新的重组整合与重组模式出现

了，这是很鼓舞人心的。 也许，那些相

对弱小的、主营业务无关国计民生的，

或者是承担了某些社会公益职能的央

企， 过去因为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难

以重组，更无缘整体上市，甚至小规模

的产业整合也举步维艰， 在资本市场

上更是无从表现。

如今， 在有了国新公司这个平台

后，情况将得到改善。 在这方面，投资

者是能够发现不少全新的投资标的。

当人们借助国新公司的平台来审视这

些央企时， 一定会发现央企重组的新

一幕已经拉开。 这里有着很多投资机

会，正等着大家去发现、挖掘。

今年以来

A

股市场邻跌全球

历年央企国有资本及权益总量

2010

年前

11

个月央企数量仅减少

7

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