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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行业

环保高压新常态
化工投资新篇章

1.中央环保督察全面覆盖，政策执
法不断加压。

环保制度趋于完善：大气、水、土壤

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陆续出台；新环保法

从 2015 年开始实施；重点行业及产能

过剩行业企业排污许可证逐步发行，推

进环境保护税法实施，重化工企业“退

城入园”规划。近期伴随着第四批中央

环保督察启动、实现全国覆盖，各地反

馈结果及整治方案提出，环保常态化机

制逐步建立。其中环保督查实施党政

同责，为达成环保目标，政府制定规划

方案将更加严厉。环保已经成为影响

化工部分高污染子行业供需格局的重

要因素。

2.环保督查常态化，哪些化工产品
受影响最大？

从全国化工品在不同省份分布看，

化工行业集中度较高的地区主要是山

东、江苏、浙江、四川、河南等省份，而这

几年，部分污染较大行业向内蒙、新疆

等西部地区转移的趋势也比较明显。

其中浙江省印染、涤纶长丝、R134a、乙

酰乙酸甲酯、MDI、山梨酸及山梨酸钾、

双乙烯酮产品产能占全国产品 30%以

上。山东省环氧丙烷、碳酸二甲酯、

R22、山梨酸及山梨酸钾、烧碱、炭黑、

双乙烯酮等品类占全国产能20%以上。

2017年8月7日启动第四批中央环

保督察对吉林、浙江、山东、海南、四川、

西藏、青海、新疆（含兵团）开展督察进

驻工作。8 个省市涉及 19 种产品占全

国产能比在 30%以上，其中 10 种化工

品产能占比在50%以上。

产能在以上 8 省市占比较高的行

业主要包括制冷剂、印染、山梨酸钾、碳

酸二甲酯、染料、MDI、粘胶、氯碱、草甘

膦、纯碱、钛白粉等子行业。

3.环保+供给双重约束，部分子行
业景气度或将持续超预期。

结合供需格局来看，最有可能由于

环保导致价格上涨超预期的版块包括：

粘胶（三友化工、中泰化学）、氯碱（中泰

化学、新疆天业、三友化工）、MDI（万华

化学）、纯碱（山东海化、三友化工）、钛

白粉（龙蟒佰利）和草甘膦及有机硅（江

山股份、新安股份、兴发集团）。从估值

的角度分析，目前万华化学、三友化工、

中泰化学、新疆天业、山东海化等龙头

公司 2017 年的 PE 大部分还是 10-13X

之间。随着旺季来临 ，盈利预测仍将

有不断上调的预期，属于典型的低估

值+有业绩的周期蓝筹。

而一些细分的小品类，比如草甘

膦、山梨酸钾及双乙烯酮（醋化股份、金

禾实业）、碳酸二甲酯（石大胜华）、橡胶

助剂（阳谷华泰）、炭黑（黑猫股份）等行

业，由于行业规模较小，而国内产能占

全球比重较高，对产能边际变化比一

般行业要敏感得多。这些子行业的龙

头尽管目前看估值也许在 15X 以上，

但是由于价格受环保影响波动剧烈，

业绩弹性较大，也是值得密切跟踪的

子版块。 ▋华创证券

集运行业

三季度进入集运传统旺季，美线运价上涨或将持
续发酵：由于欧美 9 月份学生返校促销及年末感恩节
圣诞节消费高峰，从 7 月份开始的三季度为集运市场
传统旺季；根据历史经验，过去 2 年整个三季度中国出
口金额环比比当年二季度高 6~7 个百分点。从现在市
场运力状况来看，截至 2017 年 6 月份，市场闲置运力
占比跌至 2.7%，导致三季度短期运力回归释放风险降
低。分航线看，美线在此轮旺季涨价空间相对比较大；
今年上半年联盟切换导致美线运力投放上升，所以即
使跨太平洋航线集装箱运输量有 5%以上的高增长，美
线运价增长不显著，并且持续维持在盈亏平衡点之下；
7 月份由于马士基 IT 系统故障，美线市场运价依旧持
续平稳。由于前期美线涨价计划受阻，导致 8~9 月份
船企涨价动力增强；在最近的一次涨价窗口，我们看到
美线运价出现了大幅度上涨，2017 年 7 月 28 日美西
线 SCFI运价指数环比上周上涨 38%，美东线环比上周
上涨 20%；我们认为随着旺季高峰来临，预计欧美线运
价将持续上升。

中期行业供需关系改善，景气度持续向上：我们认
为集运市场运力供给趋缓将支撑行业中短期出现复苏
迹象，景气度持续向上。从现有在手订单来看，2017
下半年到 2018 年将是新船交付高峰，根据 clarkson
数据，2017 年下半年计划交付新船 70.5 万标箱，占市
场总运力 3.5%；2018 年计划交付 143.8 万标箱，占现
有运力 7.2%，但是我们认为未来市场运力增长速度会
保持在较低状态，原因是：(1)市场集中度上升，大部分
船企盈利状况依旧堪忧，市场在运力供给上自律性加
强，船只交付延迟可能性高，缓解运力供给过快风险。

( 2)分船型来看，大船市场持续大船换小船，小船市场
新船换旧船。整个市场主要交付 8000TEU 以上大型
船只，被淘汰下来的 3000-8000TEU 船型由于严重
过剩，并且现在有约 42.9 万标箱该船型船龄超过 20
年以上，所以短期内被拆解的可能性高，导致净运力增
速维持在较低位置。另外 2016-2017 市场新船订单
达到历史低点，相比较2013-2015 年大幅下降 80%左
右，这将导致 2019-2020 年造船市场完工量将出现
大幅度的下滑，上游造船产能收紧，运力供给受阻。 从
需求端来看，欧美经济复苏，叠加贸易结构变化将持续
刺激全球集装箱运输量需求上涨。

中远海控——A 股唯一集运标的，战略收购东方海
外，运力规模将达到世界第三。中远海控 7 月 25 日晚
公告，中远海控全资子公司 Faulkner Global 与上港
BVI 向东方海外全体股东发出现金收购要约；若此次收
购完成，中远海控总运力将达到 242.3 万 TEU，市占率
升至 11.6%，运力规模达到世界第三；同时公司也可引
入海外优秀管理团队、深入航线网络运力布局优化、掌
握全球化资源等；同时在集运市场复苏的情况下，公司
短期业绩弹性进一步提升。经测算，在不考虑协同效应
的前提下，收购东方海外将增厚公司 2017 年净利润(年

化)约7.14~10.94 亿元。
我们维持集运市场“买入”评级，三季度运力释放

风险降低，集运旺季来临，运价上涨或将持续；中期船
企自律性增强、大船趋势加速小船拆解、上游造船厂产
能收紧将致使集运市场运力供给趋缓支撑行业出现复
苏迹象。推荐中远海控，公司战略收购东方海外，在行
业复苏情况下，业绩弹性进一步提升。 ▋国金证券

三季度进入集运传统旺季

工程机械三季度仍将保持高景气度
混凝土机械复苏超预期,未来持续增长可期。一般

在工程项目中,工程机械进场顺序依次为土方机械(挖机

等)、桩工机械、混凝土机械以及路面机械等。混凝土机
械行业从2017年第一季度开始复苏(滞后挖机半年),势
头良好。行业专家预计今年37米及以上泵车销量可能
超过1200台,整个混凝土机械行业销售有望翻倍。从中
期来看,以泵车为代表的混凝土机械行业未来几年将实
现稳步复苏,考虑到泵车实际使用寿命周期是8-10年,
以及过去十年泵车销量,估计行业高峰会在2018-2020
年出现。从个股看,相对于行业内其他企业,三一重工在
二手泵车处理方面更加积极持续,通过以租代售、经营性
租赁等方式,将在手的二手泵车基本盘活,坏账处理也基
本到位。考虑到行业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三一重工在混
凝土机械领域的优势将逐步明显,在行业复苏超预期的
情况下,后续混凝土机械利润贡献有望超预期(目前挖机

贡献大部分利润),继续强烈推荐。
国产板式家具龙头迎来快速成长良机。板式家具

机械行业增速主要来自几个层面:1、房地产新竣工+存
量更新装修需求带来家具厂商固定资产投资;2、板式家
具渗透率提升;3、板式家具行业自动化、数控化率提升
带来设备升级换代需求。这三个层面2017~2018年对
板式家具机械行业增速贡献在31%和18%左右,短期行
业需求的快速增长可能导致外资品牌产能供应不足,有

利于国产龙头趁机切入抢占市场。长期来看,由于行业
竞争格局分散,中高端龙头企业优势较为明显,在行业
增速放缓竞争逐渐激烈的环境中,国内龙头有望通过提
升市占率走出来。强烈推荐弘亚数控。

投资建议:目前看工程机械等周期行业三季度仍将
保持高景气度,强烈推荐行业龙头三一重工、安徽合力,
建议重点关注徐工机械、恒立液压、浙江鼎力、柳工
等。考虑到自动化是长期趋势,强烈推荐弘亚数控,重
点关注拓斯达、3C自动化设备标的精测电子,以及锂电
池自动化专机企业先导智能等。 ▋太平洋证券

机械设备

供需失衡引发多晶硅涨价预期,重点看好新能源多
晶硅环节。根据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的数据,国内多
晶硅价格出现连续两周上涨。其中,太阳能一级致密料
报价区间在 12.4-13.2 万元/吨,均价 12.85 万元/吨,周
环比上涨 4.73%;一级致密料成交价区间在 12.2-12.9
万元/吨,均价为 12.69 万元/吨,周环比上涨 4.79%。据
生意社监测,多晶硅 7 月 27 日最新价格 12.76 万元/吨,
最近 60 天上涨 10.51%,90 天上涨 15.04%。本周多晶
硅现货价格相比前几周涨幅略大,绝大部分企业成交价

较上周都有3~6元/公斤的增幅。硅料价格上涨受到供
给与需求端的双重影响,供给端7月到8月多家企业检
修(中硅、永祥、韩国OCI、韩华等),需求端受美国201法
案调查影响大幅出口备货,产业维持相对景气。我们认
为多晶硅的库存水平较低,而且价格的上下游传导机制
较为通畅,整体价格波动取决于供求关系,预计本轮涨
价持续一个季度。行业层面我们看好新增装机需求持
续增长,推荐隆基股份、林洋能源、通威股份。

▋申万宏源

新能源

供需失衡引发多晶硅涨价预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