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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 — 8 月信贷有托底  社融待转机 
2018 年 9 月 12 日，央行发布 2018 年 8 月份金融信贷数据。新增信贷 1.28 万亿，前值 1.45 万亿；新增社会

融资总额 1.52 万亿，前值 1.04 亿；社融同比增长 10.1%，前值 10.3%；M2 同比增长 8.2%，前值 8.5%。现

阶段短端市场利率维持较低水平，但宽信用仍待发力。我们认为未来持续的关注点将在于经济如何从“宽货币”

向 “宽信用” 转换。 

A 股市场策略 — 社融数据和中美贸易谈判进展对 A 股的影响 
国内信用趋紧和美国悬而未决的 2,000 亿美元清单，是压制市场风险偏好、导致资金短期观望的重要原因，这

两方面都有好转信号。信用方面，社融数据优于预期。昨天公布的 8 月新增社融 1.52 万亿，市场预期 1.3 万

亿；其中剔除股权融资，广义信用增量同比已从 6 月的负 26.7%的低点持续好转，8 月转正达到 0.9%。信用

价量数据好转已逐步明确。贸易方面，今晨《华尔街日报》报道，美方主动提出，邀请中方就贸易问题展开新

一轮谈判；这个信息至少坐实了一点，2,000 亿美元清单即使落地也会打折扣，不会明显差于预期。美方的考

量还是在于大清单实际落地难度较高。总之，相对市场悲观的预期，近期信用和贸易的曙光已现，当前时点，

恐惧不如贪婪。 

银行行业 — 8 月非标收缩趋稳  信贷偏向零售    
8 月社融超预期增长，信贷亦有放量，同时考虑到地方债加快发行，银行保持对经济的大力支持；结构上看当

前银行资产配置风险偏好仍较低，基建、个贷、票据和地方债等是重点品种。三季度以来银行资产投放明显增

加 (贷款+债券)，“量价双升” 下银行收入端预计表现良好，下半年业绩确定性较强。板块估值有望从当前 2018

年 0.78 倍市净率修复至 1 倍市净率，首推个体风险抵御能力强、业绩确定性高的招商银行 (600036 CH)、农

业银行 (601288 CH)。 

其他摘要 

交运行业 — 如何看待双十一快递行业的超额收益率？    
近期受市场悲观情绪和社保新规影响，快递公司股价大幅下跌，我们认为目前估值已充分反映了社保的负面影

响。同时双 11 临近，快递行业板块行情催化有望出现。快递行业整合与竞争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预计未来

一年，价格与成本比拼将是主要竞争手段。综合来看，快递行业的发展的最大特征则是行业正在加快集中，预

计增长最快的 3-5 家快递公司市场份额将会继续明显提升，而市场份额显著提升且服务质量明显改善的快递公

司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推荐实行直营化的德邦股份 (603056 CH) 和顺丰控股 (002352 CH)，加盟制的韵

达股份 (002120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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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