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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 — 基建仍然是拖累因素  外需边际放缓成四季度经济主要威胁 
内地工业增加值短期增长平稳，2018 年四季度仍然面临压力。采矿业、制造业资产开支持续回暖，基建投资

增速仍然大幅回落。消费小幅改善，但未来仍难见趋势性好转。基建仍然是拖累因素，外需边际放缓成四季度

经济主要威胁。四季度，基建投资前景依赖于积极财政政策积极程度，预计固定资产投资可能维持 5%-6%的

增长速度。 

A 股市场策略 — 美国加税清单全解析 
无论中美贸易谈判重启与否，2,000 亿美元清单的靴子迟早会落地。我们基于数据分析，预判清单落地的 “折

扣”，评估人民币贬值的缓冲作用，并全面拆解清单执行后对国内各行业的影响。行业影响与对应品类规模、

出口交货值占比、对美市场依赖度成正比；与出口增加值的国内占比、利润率成反比。 

其他摘要 

房地产行业 — 销售增长预计将放缓 
内地楼市入秋，地产股现生机。房地产市场本身的表现和地产股的表现并不是同步的。目前楼市 “高烧已退”，

基本面又不至于过冷；地价稳定，竞争不激烈，但土地出让金又较快增长；投资维持 10%左右的增速。这种

状况，恰是政策所需要见到的。 

国电南瑞 (600406 CH; 16.62 元; 目标价: 22 元) 

二次设备龙头竞争力重塑  享电网投资结构性回暖机遇    
国电南瑞作为国内领先的电力自动化平台，定位于综合能源解决方案提供商。特高压审批加速，配网改造深

化，电网投资有望结构性回升。参考行业平均估值，并考虑到公司在优质资产整合完成后，业务布局、技术储

备进一步优化，我们认为公司 2018 年 25 倍市盈率较为合理，对应目标股价 22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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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