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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牛到股票牛 

根据上涨动力和外在表现的不同，商品大周期启动分为五个阶

段：（1）超跌反弹；（2）成本推动；（3）通胀预期带来大幅补库存；

（4）确认需求好转；（5）泡沫。前面三个阶段，需求好转难以被

观测，即使能被观测到，但是由于投资者长期的悲观思维惯性（经

济长期走弱的结果），短期内难以确认。投资者对价格上涨和上市

公司盈利的持续性严重怀疑，尽管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上市公

司业绩大幅改善，市场不愿意给这些公司股票高估值（市盈率），

股价整体表现平平。进入第四阶段后，需求逐步确认，估值提升，

周期类股票开始出现整体性行情。即股价的核心催化剂为宏观数据

好转强化投资者的乐观预期。同时股价对商品价格的上涨越来越敏

感。 

目前已经处于第四阶段的初期。周期股开始出现整体性行情和

轮动效应。 

需求好转出现的情形很有可能是中国的需求基本持平，边际改

善部分来源于印度、东南亚、欧洲甚至美国。中国大概率不是新一

轮大宗周期启动的核心推动力。 

 经济逐步确认好转，流动性总量仍在变大 

商品的前三个阶段，由于宏观经济好转难以确认，货币政策保

持宽松，政府开始对通胀有所顾虑，此阶段整体流动性十分充裕。

随着宏观经济好转逐步被确认，到商品第四个阶段，出现通胀压力，

货币政策收紧，但由于经济好转带动货币流通速度加快，其对流动

性的正面作用大于货币政策的负面效应，市场流动性总量增加；经

济好转对货币需求量增加，叠加货币政策收紧，市场利率上升。 

 股票或为当前最优大类资产 

房地产价格已大幅上涨，对资金吸引力下降，利率上涨预期对

房价产生压制，政府对房地产的严格调控等这些因素将使得房地产

不再是主流资金的追逐对象。利率上涨对债券投资形成压制；通胀

预期使得现金不再安全；外汇严格管制，资金难以外流。而股票经

历股灾，估值已大幅下降，经济好转，企业（尤其周期类）盈利大

幅增长，估值优势明显。盈利增长对股价的正面作用大于市场利率

上行的负面作用。 

 美元对大宗商品的负面影响消除 

由于欧洲和其他新兴国家的经济持续好转，美国经济相对于其

它国家好的程度在下降。大宗商品上涨带动资源国经济好转，汇率

上涨。美元最好的时刻已经过去：美国经济大幅好于其他主要经济

体，且存在加息预期。美元处于周期高点。 

近期美元指数的大幅上涨基于川普的基建举措。基建会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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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宗商品的需求。若美元指数因美国基建走强，则基建对大宗商品的正面作用大于美元对大宗

商品的负面作用。会出现大宗同美元一起上涨的情形。 

 人民币贬值利好大宗商品 

大宗商品全球定价，天然为全球资金流动的载体。在贬值预期和严厉的资本管制情况下，

大宗商品将会被赋予溢价。人民币贬值使得我国大宗商品下游产品国际竞争力提升，增加出口，

利好国内需求。由于资源价格上涨，资源国经济好转，货币大幅升值，叠加人民币大幅贬值，

资源品（尤其是国内稀缺品种）人民币计价成本大幅提升。 

 寻找大弹性标的 

建议重点关注行业龙头、业绩弹性大、小市值这三类上市公司。行业层面看好锌、电解铝、

不锈钢、钴、一带一路。标的为：驰宏锌锗、西藏珠峰、中金岭南、建新矿业；ST 神火、云

铝股份、中国铝业；太钢不锈、酒钢宏兴；钴：华友钴业、洛阳钼业、格林美、盛屯矿业；恒

顺众昇、中色股份、紫金矿业等。  

风险提示：商品价格的短期大幅波动风险；宏观数据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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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商品周期五阶段 

根据上涨动力和外在表现的不同，商品大周期启动分为五个阶段：（1）超跌反弹；（2）

成本推动；（3）通胀预期带来大幅补库存；（4）确认需求好转；（5）泡沫。详情请参考我

们年初（三月份）的报告《系统角度看价格：成本推动型上涨》。 

图表 1 大宗商品模型：带发条的转盘  

 

系统论——带发条的转盘 

价格、需求、供应、库存、成本、汇率，六个要素互为因果关系，组成相对

封闭的系统。 

系统本身遵循物极必反（发条的作用）的原则，每个因素也遵循物极必反原

则。整个系统组成一个转盘，转盘分为六区，对应六要素；每个要素对应一

根发条。 

系统的运行可以理解为转盘的转动。 

价格上涨周期形成正反馈，推升价格上涨； 

价格的下跌周期形成负反馈，加速价格的下跌。 

详情请参考 2016 年 3 月份的报告《系统角度看价格：成本推动型上涨》。 

数据来源：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阶段（1）和阶段（2）的本质均为超跌反弹。任何一轮大周期启动的第一个阶段均为超跌

反弹，因为大部分商品的价格在成本线以下，而这些商品是人类发展的必需品，长期看这些行

业需要合理的利润水平存在，这是超跌反弹的最核心原因。这种超跌反弹需求的本身会催生一

定的催化剂带动价格上涨，如行业减产、资源国的政治不稳定等等。 

因为大部分商品的价格在成本线之下，因此阶段（1）的超跌反弹为大部分商品的超跌反

弹。而这些商品之间互为成本或者互为上下游，一种商品的价格上涨会推动另外一种商品成本

上涨；或者带动另一种商品的需求 好转。如煤炭价格上涨推动电解铝的成本上行，这也是年

初投资者认为电解铝价格很难道 12000 以上的原因，因为静态思维下，成本不变，电解铝价格

到 12000 以上时，企业盈利好转，大量产能复产造成供应过剩。而现在因为每天煤炭价格上涨，

电解铝价格已经涨到 14000，也未见有太多企业复产。 

即阶段（1）的超跌反弹推升阶段（2），成本上涨推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阶段（2）的

本质仍为超跌反弹。 

在大宗商品多年的下跌过程中，产业链去库存极为彻底（价格下跌致使产业链极度悲观，

不愿意持有存货）。对于产业链的决策者来讲，第一个阶段的超跌反弹并不担心，但由于阶段

2 的出现，开始担心价格继续上行，补库存的动力逐渐增强。但这个时候由于实际需求（终端

需求）大于供应（最上游供应），且整个产业链库存极低，产业链的补库存行为只能带来价格

的大幅上涨，并不能产生实际的补库存效果，产业链库存继续下降。这个阶段，大宗商品开始

暴涨。 

中国几乎不可能再是这一轮（或者下一轮）大宗牛市的火车头，大宗商品周期的第四个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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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很有可能是中国的需求保持稳定或者略有增长，边际贡献部分来源于印度、东南亚、欧洲、

美国等地区。我们也可以观测到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在持续好转。印度、东南亚这些地区在

大宗商品需求中的占比较低，但牛市形成过程就是占比提升的过程，占比最高的时候对应的即

是牛市顶点。从时间上来看，目前距离上一轮大宗商品牛市顶点（2007 年）接近 10 年，从时

间上看，也很有可能是底部。 

图表 2 距上一轮景气高点接近 10 年，产能自然出清（价格：美元/吨） 

 

数据来源：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经济复苏的最好信号之一就是大宗商品量价齐升，而非所谓的供应侧改善，也非简单的补

库存。因为在目前这个阶段，相当一部分大宗商品各环节的库存都在下降，产业链想补库存而

不得，因为供不应求。 

因为大宗商品种类繁多，各细分品种的在各自周期所处的阶段不同，各自表现会有很大差

异，如目前的锌和锡早已脱离“地球引力”（价格早已和成本无关）。 

投资者会逐渐发现，这轮大宗商品新周期的启动是从碳酸锂价格的暴涨开始的。最大金属

牛市是该金属品种从小金属变为大金属（基本金属）的过剩。 

图表 3 距上一轮景气高点接近 10 年，产能自然出清（价格：美元/吨） 

 

数据来源：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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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复苏逐渐被确认 

新一轮经济周期的启动存在以下几个阶段： 

（1）开始复苏，但由于信号较弱，难以观察。 

（2）经济继续复苏，多种数据支持经济好转，但不敢确认复苏。因为复苏时间较短，而

观测值由于在悲观环境中所处的时间太长形成悲观思维，思维惯性较大，不敢确认经济复苏。 

（3）开始确认经济复苏。在犹豫中确认经济复苏，通胀迹象开始显现。 

（4）坚定认为经济复苏，开始担心通胀。 

（5）经济有过热迹象。 

经济本身也是一个混沌体，很难区分是因为下游好转带动上游好转，还是因为上游好转带

动下游好转。如大宗价格上涨，上游企业盈利好转，也能推动 GDP 增长，社会债务压力下降；

就业岗位增长，工人收入增长，消费能力增加。另外，对一些资源国来说，大宗价格反弹必然

带动该国经济好转。 

因此经济好转的最初迹象不一定是下游变好。下游好转的信号有可能迟于上游好转的信号。 

图表 4 全球经济已经显示出明显好转迹象  

  

  

数据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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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流动性：总量仍将宽松 

流动性在经济复式的过程中可划分四个阶段，目前仍处于第二个阶段，流动性总量仍将继

续宽松。 

阶段（一）宽松 

在经济复苏的前三个阶段，大宗商品价格刚开始上涨，通胀压力小，由于货币政策制定者

无法确认经济好转，货币政策仍保持宽松。但由于经济开始好转，货币流通加速，造成货币环

境更为宽松。 

阶段（二）总量宽松，利率纠结 

在第三个阶段末期，通胀预期渐起，货币宽松预期边际下降，但由于经济好转加速货币流

通速度，货币在整体上仍表现为继续宽松。 

阶段（三）总量宽松，利率升 

一方面在在经济确认复苏之后，大规模货币宽松政策的必要性下降；另一方面通胀压力也

将促使货币政策趋紧。另外，在经济确认复苏之后，经济已经好转相当一段时间，经济好转对

货币需求的拉动将逐渐大于货币流通加速带来的宽松效应。资金面开始趋紧，表现为利率上涨。 

但货币流通加速带来的效应大于货币政策的紧缩效应，货币总量仍继续宽松。利率上涨更

多的是因为经济好转对资金需求的拉动。 

阶段（四）总量变紧 

经济过热，通胀压力巨大，货币政策大规模紧缩，造成货币总量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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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股票或为最优大类资产 

在经济复苏的前三个阶段，由于经济好转带来货币流通速度加快，政策仍维持宽松，利率

仍小幅下降，债券仍有一定的收益，到第三阶段之后，通胀压力开始出现，市场对货币政策预

期开始发生变化，货币宽松边际下降。债券牛市见顶。 

房地产在宽松环境中连续多年上涨，价格处于高位，对资金的吸引力下降。叠加中国政

府对地产的严厉调控，在一段时间内，房地产的将不再是资金追逐的主流。 

商品 

商品在商品周期的前三个阶段，稍有基本面的品种价格已大幅上涨，赚钱效应已大幅消减。

空商品多股票或为当前最优配置方案之一。这种方案也将成为股票推波助澜的因素。 

债券 

利率多年下降，空间已经非常狭小，经济好转和通胀将成为债券的终极杀手。 

现金 

贬值和通胀让持有现金的投资者坐立不安。 

外汇 

由于强有力的资本管制，大规模流出非常困难。 

 

股票 

股价将从 EPS 暴增过渡到 EPS 和 P/E 戴维斯双击 

股灾之后，股价大幅下跌。大宗商品价格持续大幅上涨，大宗商品上市公司盈利大幅改善，

而股价滞涨，市盈率大幅下降，估值优势明显。 

压制大宗商品（或者周期）股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对宏观经济好转持续性的怀疑。宏观大周

期启动之后，持续时间越长，投资者对持续性的认可度越高，对应也逐渐愿意给予股票更高的

估值（市盈率）。估值的提升将成为股票价格上涨的最核心因素。 

未来影响股票的两个主要矛盾是：EPS 增长和市场流动性逐渐收紧之间的矛盾。对于周期

类股票来讲 EPS 增长对股票的的正作用大于流动性的负作用，股价仍将有不错的表现。 

在估值提升的同时，若商品仍保持价格上行，将成就大行情。 

因为三季度之后大宗商品及相关行业（运输等）价格指数继续大幅上涨，预计四季度和明

年盈利仍会大幅改善。 

因为价格过快上涨后，大宗商品生产者多套期保值，大幅降低盈利水平。考虑价格继续上

涨或者稳定后，市场情绪趋于乐观，生产者套期保值比例会大幅下降，预期公司盈利水平仍将

大幅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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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熊股牛，分级 B 基金将是不错的选择，尤其是部分折价比较大的大宗商品 B 基金（钢

铁 B、资源 B 等）。 

图表 5 大宗商品行业盈利大幅好转  

  

  

数据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下图为几个典型周期行业的市净率情况。 

采用整体市净率方法进行估值。 

未来剔除 A 股整体估值变动的影响，我们采用行业比值法来观测有色行业的相对估值水

平。即以代表新兴成长的计算机行业为参照指标。分别采用有色行业市净率除以计算机行业市

净率作为指标，煤炭行业市净率除以计算机行业市净率，钢铁行业市净率除以计算机行业市净

率，石油化工行业市净率除以计算机行业市净率。 

  



  

 

行业深度报告/有色金属行业 

请务必阅读正文最后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公司免责声明。 
 

9 

图表 6 大宗商品行业市净率（P/B）处于历史极低水平  

  

  

  

  

数据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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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美元对大宗的负面情绪消除 

我认为先有大宗上涨，然后才有美元加息。大宗价格上涨更有可能是美元加息的“原因”，

美元加息更有可能是大宗的“果”。每一次美元加息预期最浓的时候，都是大宗的买点。 

从历史上看，加息对美元指数并无决定性影响。美元历史上四次加息，对应美元指数一次

大幅上涨，两次下跌，一次几乎不涨不跌。即美元指数往往提前反映了加息预期。 

图表 7 美元历史上的四次加息：加息对美元指数没有决定性作用 

  

  

数据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我们认为美元走弱的核心原因在于：美国相对于欧洲 、日本等其它国家经济好转的程度

在边际上下降（见图 1）。另外从美元指数自身的周期来看，美元也很有可能处于周期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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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8 美元处于周期高点 

 

数据来源：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近期美元上涨的主因是川普的基建举措，且对大宗商品价格的正面影响大于美元上涨的负

面影响。即有可能出现美元和大宗同涨同跌的情况。 

反之，美元加息预期下降将成为大宗商品上涨的催化剂。美元弱对大宗商品的利好体现在

以下价格方面：（1）大宗商品美元计价，美元弱则美元计价的商品价格上涨；（2）美元弱，

大宗贸易环节借美元买商品的策略盈利空间加大，贸易商参与大宗贸易积极性提高，行业库存

提升，利好大宗商品价格；（3）美元走弱，多发生在新兴国家经济走强，对大宗商品需求旺

盛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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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人民币贬值预期下的大宗商品 

因大宗商品在全球的流通较为畅通，且其价格由全球的供需关系决定，全球定价。大宗商

品天然为全球资金流动的载体。 

贬值预期叠加严厉的资本管制，大宗商品将会被赋予溢价。从股票角度来看资源在海外的

公司优于资源在国内的公司。 

思维扩散一下，供应偏紧，全球流通性强、易于保存商品都将成为优良的保值资产或者资

金流出通道。 

我国的大宗商品很少直接出口，出口产品多为初级加工产品或者深加工产品。人民币贬值

会大幅提升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 

由于资源价格上涨，资源国的汇率升值，叠加人民币贬值，则矿产资源人民币计价的成本

大幅升值。 

图表 9 资源国货币大幅升值（相对美元） 

 

数据来源：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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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优选大弹性标的 

本轮大宗商品最有可能的情况是中国需求保持稳定或者略有增长，边际改善部分来源海外。

从行业的角度出发，以下几类行业可能有较大的机会。 

（1）和需求主力国形成互补效应的行业。受外围需求拉动较大的细分行业，此类行业可

以讲大故事，对应公司享受较高的行业估值。 

（2）随着需求走强，产能瓶颈日益突出的行业。产量到达瓶颈之后，此类行业价格弹性

巨大。如今年的锌、焦煤焦炭。钢铁在未来具备此种可能性。 

对应到公司层面，寻找对应行业中业绩弹性大，公司诉求较强的公司。 

电解铝受益行业估值提升。电解铝行业产能充足（过剩），但随着大宗商品整体价格上涨，

产业链对电解铝的价格看涨，补库存行为或在一定时期内引发电解铝价格大幅上涨。电解铝上

市公司电解铝产能巨大，业绩弹性较大。此前尽管电解铝价格大幅上涨，上市公司盈利大幅改

善，但由于市场认为需求增长不可持续，未给予相应估值，随着对需求的认可，电解铝行业估

值（市盈率、市净率）会大幅提升。 

锌价早已脱离地球引力（脱离成本线）。在全球经济持续向好的情况下，很有可能持续创

新高。嘉能可复产的预期已基本被市场消化。 

逆大宗商品周期布局，顺应“一带一路”大战略，在海外资源国资源积极扩张的公司将会在

本轮大周期中受益。 

标的方面： 

电解铝：神火股份、云铝股份、中国铝业、中孚实业、南山铝业 

锌：驰宏锌锗、西藏珠峰、中金岭南、建新矿业等 

不锈钢：太钢不锈、酒钢宏兴等。 

一带一路：恒顺众昇、中色股份、紫金矿业、洛阳钼业等。 

钴：华友钴业、洛阳钼业、格林美、盛屯矿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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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投资风险 

1、全球宏观数据不及预期； 

2、我国宏观经济环境恶化； 

3、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 

4、上市公司出现不可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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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标准 

银河证券行业评级体系：推荐、谨慎推荐、中性、回避 

推荐：是指未来 6－12 个月，行业指数（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公司组成的行业指数）超越

交易所指数（或市场中主要的指数）平均回报 20%及以上。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谨慎推荐：行业指数（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公司组成的行业指数）超越交易所指数（或市

场中主要的指数）平均回报。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中性：行业指数（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公司组成的行业指数）与交易所指数（或市场中主

要的指数）平均回报相当。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回避：行业指数（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公司组成的行业指数）低于交易所指数（或市场中

主要的指数）平均回报 10%及以上。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银河证券公司评级体系：推荐、谨慎推荐、中性、回避 

推荐：是指未来 6－12 个月，公司股价超越分析师（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股票平均回报

20%及以上。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谨慎推荐：是指未来 6－12 个月，公司股价超越分析师（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股票平均

回报 10%－20%。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中性：是指未来 6－12 个月，公司股价与分析师（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股票平均回报相

当。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回避：是指未来 6－12 个月，公司股价低于分析师（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股票平均回报

10%及以上。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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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清晰准确地反映本人的研究观点。本人不曾因，不因，也将不会因本报告中的具体推荐

意见或观点而直接或间接受到任何形式的补偿。（本人承诺不利用自己的身份、地位和执业过

程中所掌握的信息为自己或他人谋取私利)。 

覆盖股票范围： 

西藏珠峰、金贵银业、江西铜业、格林美、天齐锂业、赣锋锂业、南山铝业、利源精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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