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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 — 信贷投放超预期  企业资金需求向好 
央行发布 11 月內地金融信贷数据：新增信贷 1.12 万亿元人民币，前值 6,632 亿，新增社会融资总额 1.6 万

亿，前值 1.03 万亿，M2 同比增长 9.1%，前值 8.8%。11 月信贷远超预期的主因在于居民短期贷款，与消费

节日活动有关。社融内结构变化趋势已经确定。从各项指标来看，目前实体经济资金环境较宽松，企业资本开

支有增长迹象。 

永辉超市 (601933 CH; 9.78 元; 目标价: 12.6 元)  
龙头生态  非线性发展    
永辉超市团队年轻化、采购全球化、应用科技化战略推进将有力推动业态、客群、商品升级，腾讯入股有望加

速该进程。合伙人文化激发基层创造力，限制性股票激励则在中、高层层面优化激励，打造立体多维激励体

系。目标价 12.6 元，建议关注。 

其他摘要 

汽车行业 — 乘用车提前消费不明显  新能源年底冲量显著    
11 月內地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308 万辆和 295.8 万辆，环比分别增长 18.7%和 9.7%，同比分别增长 2.3%和

0.7%。11 月份汽车总产销增速放缓，年底提前消费并不明显，略低于市场预期，但新能源汽车持续保持高增

长，年底冲量显著。未来总量增速放缓的前提下，长期看好电动化、智能化趋势下的投资机会，尤其是零部件

公司，重点关注中国汽车制造业崛起，以及中国优质资产的价值重估。重点推荐：华域汽车 (600741 CH)、上

汽集团 (600104 CH)、潍柴动力 (000338 CH)、保隆科技 (603197 CH)、宇通客车 (600066 CH)、宁波华翔 

(002048 CH)、耐世特 (1316 HK)。 

资料来源：相关公司、中信证券        风险等级：由低至高分 1 至 5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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