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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股市场投资策略 — 新一轮 “贸易战” ？或许只是筹码 
报告聚焦川普关税政策，及其后续的演进与影响。市场担心 “贸易战” 影响全球和国内经济。但是，我们认为

这是伪 “贸易战”，真 “筹码”，背后是川普的政治诉求。对中国直接影响有限，但需提防长期风险；中国的回应

预计以和为贵，以守为主；更可能的路径是联合其他国家，敦促美国撤销相关政策。 

2018 年 2 月物价数据点评 — 通胀已处上行通道  程度温和可控 
国家统计局发布 2 月价格数据，CPI 同比上涨 2.9%，前值 1.5%；PPI 同比上涨 3.7%，前值 4.3%。向后看，

短期由于基数变化并不明显，同时中国经济韧性犹在，终端需求不必过度担忧，因此我们认为 PPI 同比回落趋

势将比较温和，不会出现断崖式下滑。对于企业盈利来说，虽然边际有所放缓，但盈利继续改善将是确定性比

较大的状态，因此有利于企业进一步降低杠杆水平，经济效率将有所提高。 

2018 年 2 月金融数据点评 — 实体资金需求较强  基本面不必过忧 
央行发布 2018 年 2 月份金融信贷数据。新增信贷 8,393 亿元人民币，前值 2.9 万亿，新增社会融资总额 1.17

万亿，前值 3.06 万亿，M2 同比增长 8.8%，前值 8.6%。2 月 M2 增速较上月小幅上行 0.2 个百分点至 8.8%，

从环比看，M2 增速为 0.48%，由于央行在 1 月用非存款机构部门持有的货币市场基金取代货币市场基金存款 

(含存单)，改变了 M2 的一部分统计口径，导致调整后的 2017 年 1 月 M2 进一步下降，因此 2 月 M2 小幅上行

主要由基数导致。 

光线传媒 (300251 CH; 12.9 元) — 转让新丽传媒股份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投资蓝

白红影业加深影视剧布局    
光线传媒公告，以每股 33.17 元的价格转让公司持有新丽传媒 27.64%股份，受让方为林芝腾讯；公司与新丽

传媒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此外公司子公司光线影业宣布以自有资金 3,000 万元投资蓝白红影业，占股 6.25%。

转让新丽传媒股份获得投资收益，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投资蓝白红影业加深电视剧布局。考虑新丽传媒投

资收益，我们维持公司 2017-19 年预测每股盈利 0.28/0.37/0.45 元。当前价格 12.9 元，对应 2017-19 年市盈

率 48/13/28 倍，建议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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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