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彬元价值”策略 2017 年 4 月市场报告

“彬元价值”策略产品简介
“彬元价值”策略是彬元资本于 2015 年 11 月推出的一个股票择时对冲产品，立足于 A 股和港股通标的的主
动型投资。该产品采用积极的、严格的、以基本面研究为导向的投资流程，利用专有的价值选股模型投资于被
市场低估的标的。在判断市场的下跌风险偏高时，调整股票多头头寸，同时在合适的时机使用股指期货来对冲
全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因此兼具了在弱势中捕捉价值投资机会和在牛市中跟随市场收益的特点， 力求实现更
稳健的风险收益。

市场回顾与展望
监管层在四月宣布了一系列去杠杆措施，受其影响，股票市场在今年连续三个月上涨之后，首次出现回调。
四月份上证综合指数下跌 2.11%。
与之相对的，中国经济在 2017 年 4 月份保持稳定增长。4 月份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同比上涨 6.4%，自
去年 9 月份以来一直保持在正区间。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由 3 月份的同比上涨 0.9%增至同比上涨 1.2%。
4 月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从上个月的 51.8 下降至 51.2，4 月份的官方非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也从 3 月的 55.1 下跌至 54.0，但仍高于 50 的临界值。三月份铁路货运量同比增长 17.3%，达到 3.22 亿吨，连
续第八个月同比上涨。
截至 4 月底，所有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均已完成了 2016 年度以及 2017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发
布。受益于市场驱动的供给侧改革和经济改善，A 股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从 2016 年第四季度的 14.2%上
升至 2017 年第一季度的 21.0%，净利润同比增长也保持在 20%左右的高位。
4 月 1 日，中国宣布将在北京以北约 100 公里的河北省建立雄安新区。该地区与我国改革开放的两个里程
碑 – 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具有同样的国家意义。雄安新区将迎接北京的“非资本功能”，推动京津冀
地区协调发展。投资者也由此看好参与发展，基建，建筑材料和交通运输的公司股票。
政府 4 月份重申去杠杆和控制金融风险的重要性。银监会对各银行开展现场视察以考察企业的贷款风险，
以此作为对机构进行去杠杆监察的一部分。另外，保监会也要求建立审慎的投资计划，以加强资产和负债的期
限管理，避免保险公司仅使用短期回报作为唯一的投资目标和业绩指标。对于这些监管的担忧短期内压制了股
市，但我们认为去杠杆化将有助于长期稳定健康的经济。
所以总体来说，我们对中期的中国经济和市场保持谨慎乐观。

长期投资观点
中国的制造业已经不再只局限于价格便宜的低端产品，质量和技术也更多地成为中国商品的重要特征。国
内企业和品牌近几年在研发方面大量投入，并逐步被全球供应链体系所认可。
国内龙头品牌的竞争力来自两个方面。首先，随着专业知识和技术的积累，中国企业非常擅长以创新和创
造性的方式应用这些技术以满足客户的需求，使中国商品在功能和应用方面更具吸引力。其次，国内龙头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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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能够深入到更小的城市，以抢占巨大的市场。他们所达到的规模也帮助他们不断投入更先进的技术和引进
更高端的人才。积极的客户反馈将有助于国内龙头的可持续发展，典型的例子包括智能手机，家用电器和汽车。

智能手机
在过去几年中，中国智能手机制造商持续投入研发和创新。例如，华为仅在 2016 年就投入了 764 亿元人
民币的研发费用，占其营收的 14.6%。华为的一些高端产品组合，如 MATE 系列，已经比三星旗舰手机表现出
色。他们开始在原本被苹果和三星占领的高端市场中获得市场份额。其他本土品牌，如 OPPO 和 VIVO 也在中
端市场获得了一定的占有率。本地品牌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从 2012 年的 64%大幅上升至 2016 年的 86%（图 1）。
图 1：中国本土品牌智能手机市场份额

数据来源：万得，彬元资本

家用电器
本土家电行业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与进口品牌竞争，到 2009 年底已经占主导地位，而且此后市场份
额并没有停滞不前，而是继续保持稳定增长，比如本地品牌冰箱的市场份额从 2009 年的 76％上升到 2016 年的
83%。我们也可以看到空调和洗衣机品类有类似的趋势。
在公司层面上，以我们的持仓之一美的为例，其空调市场份额从 2006 年的 14％上升到 2016 年的 23％，
其洗衣机市场份额同期也从 9％上升至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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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集中度的上升提高了行业龙头品牌的议价能力，我们见证了美的和格力的持续扩张。

汽车
我们相信中国汽车将延续手机和家电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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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汽车行业已经在过去取得了不小的进步。 凭借数十年的研发和制造经验积累，现在本地品牌汽车
已经与全球竞争者缩小了质量和技术的差距。依靠首先切入中低端 SUV 市场，中国车企在国内的市场份额已
由 2003 年的 20％上升到了 2016 年的 35％（图 2）。将来，本土品牌可以利用以往的中低端 SUV 经验和设备
基础进一步在高端 SUV 和轿车品类中复制其进口替代的路径（图 3）。

图 2： 本地汽车品牌市场份额

数据来源: 万得, 国家统计局, 彬元资本

图 3：本地品牌与合资品牌市场份额

数据来源: 万得, 彬元资本

汽车行业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趋势是智能和绿色。配备人工智能和互联网应用功能的电动车（EV）将最
终改变整个汽车行业。我们认为未来中国汽车企业有机会弯道超车，因为：


中国有电动车行业从材料，电池到 OEM 整个供应链中的先行者和龙头厂商。



中国拥有世界领先的 IT 基础设施和研发环境。 中国的互联网巨头，如 BAT（腾讯，阿里巴巴，百
度），也在深入学习和大数据等先进技术上做了大量的投资，帮助中国在这一领域处于世界一流水
平。



与全球传统汽车品牌相比，中国汽车企业放弃燃油车辆的沉没成本并不大。 所以他们对新技术和
IT 领域的新合作伙伴更加开放。

上汽集团，长城汽车，吉利，广汽，比亚迪等潜在本土汽车工业领导者将占据优越的市场地位，并从未来
几年的整合和本地化趋势中获益。这个长期趋势能够克服周期性影响，成为他们未来增长的主要动力（图 4）。
图 4: 整合和本地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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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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彬元资本成立于 2012 年 8 月 1 日，分别于 2012 年 12 月及 2016 年 3 月取得香港证监会许可的“第九类”资
产管理及“第四类”就证券提供意见牌照，于 2014 年 1 月取得美国证监会许可的投资顾问资格，并于 2014 年 8
月登记为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资格。
彬元资本专注于投资股票市场，投研团队主要来自于原通用电气资产管理公司，首席投资官周平先生曾担
任通用电气高级副总裁兼大中华区总经理。周平先生在通用电气任职 17 年，分别/同时管理过三只新兴市场基
金，共计 50 亿美元。

【彬元资本】微信公众号：
binyuancapital

公司目前主要客户为海外大型长期投资机构，包括抚恤基金，养老基金，家族基金及
慈善基金等。彬元资本始终坚持以基本面研究为主导的“自下而上”的投资策略，配合自主
开发的选股模型, 在实践中不断检验，力求精选优质股票。在投资决策过程中，彬元资本的
投研团队严格执行精选个股的策略，通过企业访问，网络与渠道调查，财务分析，行业价
值链分析以及波特模型等方法为投资决策做支持。



产品架构：

联系方式：
上海彬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彬元资本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兰花路 333 号 333 世纪大厦 13 楼 1305-1306 室

香港上环皇后大道中 287-299 号，299 QRC，1505 室

电话：+86 21 20285775

电话：+852 2877 9330

网址：http://www.binyuancapital.com

电邮：CR@binyuancapit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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