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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股市场策略 — 环保政策纠偏  中长期利于恢复经济韧性 
环保政策调整是周期品供给边际放松的重要信号，政策对周期品价格的短期影响偏负面，但是中长期有助于利

润和增加值在产业链各环节上的合理分配，恢复市场化竞争格局，加速出清，并带动新一轮补库周期和资本开

支周期。 

医药行业 — 如何看带量采购对医药行业的影响？    

带量采购会令行业竞争格局出现较大变化，研发管线雄厚、生产能力卓越的药企应成为最终赢家。近日部分 A

股药企股价的剧烈下跌更多地反映了投资者规避短期风险的诉求，但这为长线投资者布局提供了较好的机会。

重点推荐恒瑞医药 (600276 CH)、复星医药 (600196 CH) 等。同时继续建议沿 “卖水者” 思路寻找成长股，重

点推荐凯莱英 (002821 CH) 等。 

其他摘要 

新能源汽车行业 — 莫愁补贴尽退去  放量升级仍可期    
短期看，新能源汽车产销持续保持高增长，行业景气度高；中长期看，补贴退坡乃至退出、门槛提高，有助于

行业竞争格局的优化，充分体现行业龙头竞争力。重点推荐，上游资源：华友钴业 (603799 CH)、洛阳钼业

(603993 CH)；锂电设备：先导智能 (300450 CH)；中游三电及材料环节：创新股份 (002812 CH)、汇川技术

(300124 CH)；中游零部件：华域汽车 (600741 CH)、银轮股份 (002126 CH)、三花智控 (002050 CH)；下游

整车：上汽集团 (600104 CH)、比亚迪 (002594 CH)。 

公用事业 — 电价预期小扰动不足虑  供需改善大趋势定方向    
在供需持续改善背景下，山东省的电价调整带来的预期冲击仅为大趋势下的小扰动，事件对板块影响有限，不

改火电基本面向好趋势，没有改变供需持续修复的大逻辑。建议超配火电。推荐华电国际 (600027 CH)、浙能

电力 (600023 CH)、粤电力 A (000539 CH)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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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