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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消费者信贷 — 长期增长趋势不变 
我们在 2018 年 3 月再次访问了 950 多个中国家庭，询问他们如何使用消费金融。结果显示，北京清理互联网

金融的努力正在发挥作用，一些消费者发现网上借贷更难，而且杠杆购买奢侈品、汽车或家用电器受到的影响

最大。但我们对中国消费信贷的长期增长依然持乐观态度。网络融资的阻力主要是对网络 (P2P) 放贷者造成伤

害，并有助于巩固市场。同时，电子支付的竞争仍在继续。由于其补贴活动，支付宝在小规模离线交易中的使

用量猛增。 

 

五矿资源 (1208 HK; 5.18 元; 目标价: 7.2 元)  
铜价乐观前景及债务优化管理持续驱动业绩高增长    
五矿资源 2017 年生产经营大幅改善，铜产量的五年复合增长率达 15%。Las Bambas 运营持续优化，产量目

标达成，成本节省举措效果明显，铜价上涨驱动 EBITDA 增长。Dugald River 建设提前完成，产能释放加速。

2017 年实现 24 亿美元净运营现金流，债务超预期偿还令利息成本大幅下降，晋升全球领先中型矿企业龙头步

伐加快。综合考虑主要矿山产品价格的上行趋势以及公司产能释放节奏，我们给予该股 2018 年 7.2 倍 

EV/EBITDA 估值，目标价 7.2 元，建议关注。 

 

碧桂园 (2007 HK; 16.74 元; 目标价: 23.07 元)  
低线景气持续，管理优势稳固    
碧桂园 2018 年一季度实现销售 1879.7 亿元，销售面积 2039 万平米，同比分别增长 24.8%和 22.5%，销售额

位居同业第一，销售维持较高增长，龙头地位稳固。碧桂园过去三年销售的年化增速为 62.3%，位居同业前

列。红利处于快速释放期，布局的区域受房地产政策的影响比较小，后续销售增速值得期待。我们维持目标价

23.07 元，建议继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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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