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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汽行业
中国海洋石油 (883 HK)
抄底周期性股票——第一部分
Chen Guangzhi, CFA / 65 6202 1191 / guangzhi.chen@kgi.com

“周期性公司是指销售和利润以规律的方式（如果不是
完全可预测的话）起起落落的公司……在一个周期性行
业中，它会扩张、收缩，然后再扩张、收缩……走出衰
退，进入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后，周期性企业会蓬勃发
展，它们的股价往往会比中坚企业的股价上涨快得多。
——彼得•林奇 （Peter Lynch）


在大型石油公司中，中国海洋石油 （CNOOC, 883 HK）
是我们的首选。我们预期其 5 年平均市盈率将回升至
1.0 倍，这意味着其公允价值为 10.04 港元。这意味着
总潜在增长率为 21%，包括 17%的资本收益和 3.5%的
2020 财年预期股息收益率。

我们在沟壑中
美国不仅是全球 GDP 最大的贡献者（截至 2019 年为
15.1%）并主导着全球经济，而且通过其在金融、军事和
外交等领域的内外政策，对世界秩序产生了重大影响。
因此，我们以美国经济和市场为基准进行分析。
在将资金投入市场之前，投资者应该对经济目前的状况
有一个大体的了解。自 2020 年 3 月以来，新冠状病毒流
行病已导致全球经济衰退，其破坏性影响的涟漪效应目
前仍无法测量和确定。3 月份的宏观经济数据，如 GDP 增
长、非农就业数据、个人消费支出（PCE）和采购经理人
指数（PMI）等，表明美国经济状况开始恶化。
根据为经济周期转折点提供早期信号的 CEIC 领先指标* ，
美国显然处于衰退之中。在市场经过 3 月份急剧的无差别
抛售浪潮和 4 月份的快速大幅复苏后，该指标暗示经济仍
未达到下行周期的底部，目前只是这次突如其来的衰退
的早期阶段。这次的衰退使大多数专业和业余的市场参
与者颇感意外，毕竟他们已经沉浸在自 2008 年全球金融
危机后至今的长牛市周期。
根据美国过去 5 次衰退的记录，衰退通常在该指数触底两
个月后结束。除标准普尔 500 指数已见底外，其余公布的
指标成份表现均逊于 3 月份的水平。因此，3 月份看似已
见底的市场，远早于经济的底部。换句话说，我们还没
有走出周期性底部。
图 1：美国区 CEIC 领先指标

100 是中性水平，红线是历次美国经济衰退的期间
来源：CEIC，凯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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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先指标的成分如下:
1. 房地产市场指数
2. 消费者信心指数
3. 标准普尔 500 指数
4. 采购经理人指数
5. 联邦基金利率
6. 汽车销售
7. 初请失业金人数
8. 平均工作时间
9. 产能利用率
10. 建筑许可
11. 存货发货量比
12. 新订单

经济和商业的本质主要是由供给和需求驱动的。正在采
取的防疫措施，如封锁城市、限制交通和实行社交隔离，
已大大减少了对非必要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因此，几乎
每个行业都受到本次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影响。然而，
有一个行业受到的冲击最大，原因是人为地加剧打乱供
需规律，即使在需求下降的时候也要增加供给。而这个
行业就是石油！
接近石油周期的低谷
今年 3 月初，沙特阿拉伯发动了石油市场的价格战，不到
一个月后，油价（WTI）创下历史记录跌至负值。石油供
过于求的情况从未如此严重。根据国际能源署 （IEA）的
数据，全球石油需求预计在 4 月份下降近 2900 万桶/天，
第二季度下降 2300 万桶/天（同比下降 23%），而 4 月份
的石油供应量仅下降 1070 万桶/天。供需差可能在第二季
度达到每日 1200 万桶以上。另一家机构——美国能源情
报署（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也对当前的
石油市场动态持相同看法。
2016 年 1 月份，油价跌至 30 美元/桶以下（对上一次油
价在 30 美元/桶是在 2003 年 10 月份），而今年 4 月份的
过剩供应量 （1500 万桶/天）是那时的 3 倍。在 2020 年
3 月份之前，石油市场一直维持着正常的供需动态范围。
2020 年 4 月或 2020 年全年空前巨大的的供需不平衡是异
常值。
我们试图传递的信息是经济周期的下行可能已将油价推
至谷底。负油价是一个重大事件，它向石油市场的每一
个参与者发出了一个重要的信号。如果石油生产商、贸
易公司和储运商等既得利益方任由这种供过于求的状况
持续下去，他们在市场上的主导地位迟早会被打破。
由于整个行业的经营杠杆率很高并且处理着大量的石油
交易，当价格水平徘徊在盈亏平衡点附近时，对石油价
格波动的敏感性是最高的。负油价使得主要石油出口国
的零和游戏变成了所有人都输的游戏。毫无疑问，石油
输出国组织及其他非组织成员为什么会在 4 月份联手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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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减产协议，这与一个月前他们试图向市场注入更
多石油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
美国能源情报署预测石油市场将在第二季度恢复平衡，
供过于求的状况将在 2021 年得到扭转。因此，从 4 月份
开始油价将有所好转。国际石油钻井平台数量在不到两
个月的时间里下降了 50%，目前低于 2016 年初的水平。
闲置钻机数量的急剧增加预示着石油产量的显著下降，
这有助于在短期内恢复不平衡。
图 2： 世界液态能源净需求

Singapore

特原油价格的相应回报率进行回归得出该股票的石油贝
塔系数。在 20 年的时间框架内，中国海洋石油（883
HK）、康菲石油（COP US）、中石油（857 HK）和壳牌
（RDS/A 或 RDS/B US）与油价的同步波动相对较高。
图 4：主要石油公司的石油贝塔值
名字
英国石油公司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雪佛龙公司
康菲石油公司
埃克森美孚公司
中国石油有限公司
荷兰皇家壳牌有限公司
道达尔公司

股票代码
BP US
883 HK
386 HK
CVX US
COP US
XOM US
857 HK
RDS/A or RDS/B US
TOT US

石油贝塔系数
0.39
0.56
0.33
0.32
0.52
0.27
0.47
0.46
0.33

来源：凯基研究

用价值型股票指标比较大型石油公司
就投资风格而言，有两种（或三种）分类：价值、增长
和（趋势）。考虑到石油行业已经十分成熟和完善，以
及石油需求的增长与全球 GDP 低个位数增长保持一致，
石油巨头是价值型股票。在经济低迷时期，重点不应放
在大型石油公司的盈利能力上（预计盈利能力将大幅下
降），而应放在使它们能否够度过低迷周期的财务实力
上。

来源：美国能源情报署， 凯基研究
图 3：国际石油钻井平台数量

蓝线（左）：非衰退期石油钻井平台数量，红线（左）：衰退期石油
钻井平台数量，黑线（右）：布伦特油价（美元/桶）
来源：Baker Hughes，凯基研究

保守策略：投资石油巨头
鉴于大多数投资者偏向投资熟悉的投资交易标，我们推
荐大型石油公司作为石油周期投资的股票选择。
首先，这些企业集团在地理上分布广泛而且业务覆盖从
上游（如勘探和生产）到下游（如石油炼制）。营运整
个供应链而不是链中单一节点的业务对经济下所带来的
冲击提供了一个缓冲以更好降低其负面影响。其次，大
型石油公司，无论是国有的还是私有的，都拥有近乎垄
断的地位；而这被认为是一条护城河。最后，它们“太
大而不能倒”，因为这些企业集团是它们所在经济体中
纳税最多的企业。此外，这些石油公司持有数千亿美元
的债务，因此，如果它们遇到问题，政府极有可能会出
手救助。

首先，尽管这些石油巨头不可能面临威胁“持续经营”
的偿付能力问题，但是偿付能力比率如利息保障比率的
下降可能导致其债券的降级，而这会有碍股票价格的复
苏。因为一些机构投资者有规定相应减少那些公司债券
被降级的股票持仓。如下表所示，在 3 月份石油市场崩盘
之前，中国海洋石油、雪佛龙和英国石油拥有最高的缓
冲资金以满足流动性要求。特别是中海油，如果经济低
迷持续下去，它能比其他公司更长时间地应付利息支出。
图 5：利息保障比率
英国石油公司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雪佛龙公司
康菲石油公司
埃克森美孚公司
中国石油有限公司
荷兰皇家壳牌有限公司
道达尔公司

19年二季度
6.5x
NA
5.8x
14.1x
9.6x
13.8x
3.8x
7.5x
7.8x

19年一季度
5.2x
33.8x
5.3x
18.2x
12.1x
15x
5.4x
3.9x
7x

19年三季度
4.4x
NA
4.4x
14.8x
8.7x
14.3x
3.3x
5.7x
7.2x

19年四季度
NM
21.9x
7.8x
4.5x
9.2x
12.8x
4.9x
1.0x
9.3x

10年一季度
NM
NA
NM
15.5x
3.1x
NA
NM
1.4x
3.0x

NA：未存在， NM：由于息税前收入为负值使得比值无意义
来源：Capital IQ，凯基研究

其次，在经济衰退期间能够维持派息的公司，前提是其
派息的资金来自其业务的现金流，有助减少其股价出现
一轮又一轮的大幅抛售。石油市场在经历了 2014 - 2015
年的暴跌后，在 2017 年和 2018 年出现了复苏的小周期。
尽管这些大型石油公司的业绩表现尚未完全恢复到鼎盛
时期的水平，但一些公司采取了不可持续的激进股息政
下一个问题是由于可投资的范围很窄，只有不到 10 家公 策，如主要是通过发行债券来支付股息。尽管各国央行
实施了零利率政策，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石油巨头的债
司，投资者应该把资金投放一间或者数间公司。
务负担为零。公司债务增量抵消利率下降的积极影响而
导致融资成本上升。只有中国海洋石油因其截至 2019 年
油价贝塔系数越高，一旦油价回升，回报率就越。
石油贝塔指数衡量股票价格对石油价格变动的敏感程度。 12 月的净现金状况和合理稳定的股息政策而脱颖而出。
我们将在 2000 年代初到当前期间股票的月回报率与布伦
May 8,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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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牌宣布今年将削减 66%的股息。英国石油公司和道达尔
公司没有就它们今年的股息政策发表评论。雪佛龙和埃
克森美孚重申了今年的股息支付。据彭博数据，市场预
计大多数石油巨头今年将削减股息。不过，我们认为，
股息的长期可持续性很重要。鉴于中国海洋石油的预期
净杠杆率较低，在未来派息方面，中海油可能是一个更
好的选择。

Singapore

图 9：市净率

图 6：净杠杆率

来源：彭博，凯基研究
图 10：升值空间
英国石油公司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雪佛龙公司
康菲石油公司
埃克森美孚公司
中国石油有限公司
荷兰皇家壳牌有限公司
道达尔公司

来源：Capital IQ，凯基研究
图 7：股息支付比例

最新市净率 到过去5年均值的上升空间 到疫情前的上升空间
0.90
36%
15%
0.80
31%
19%
0.61
39%
-3%
1.19
14%
2%
1.44
26%
4%
1.08
70%
5%
0.38
86%
5%
0.74
61%
22%
0.83
51%
24%

来源：彭博，凯基研究

康菲石油在 2017 年的每股收益为负 0.7 美元但支付股息 1.06 美元
来源：Capital IQ，凯基研究
图 8：2020 年预期股息收益率

来源：彭博，凯基研究

最后，我们假设油价将在今年年底前恢复到疫情前的水
平。因此，我们推荐中海油作为我们的股票选择。因为
它与油价的关联度更高，资产负债表状况良好，股息政
策相对合理。基于市净率的估值，我们对中海油的目标
价是每股 10.04 港元的账面价值，意味着上涨空间为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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