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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 — 新一轮中美贸易战宏观影响几何？ 
第二轮 2,000 亿加税清单落地，年内加征 10%关税，明年起进一步提升至 25%。2,000 亿清单分析：分布广

泛，或对美国造成一定压力。静态测算结果显示，明年加税税率上调至 25%后，直接效应可能拖累中国国内

生产总值增长 0.32-0.44 个百分点、对应拖累出口增速 1.7-2.4 个百分点，并可能减少中美贸易顺差高达

20%。下一步怎么看：贸易战间接影响较难测算，总体压力还将持续显现。 

宏观经济 — 美国 9 月加息的事件对 A 股的影响分别有哪些？ 
市场充分预期美联储 9 月加息 25 基点。如果下周的会后声明没有新增量信息，那么预计美元基本维持偏弱

势，人民币被动贬值压力较三季度减缓，国内货币政策跟随加息的必要性下降。单从这一因素看利好 A 股。我

们预计这次会议美联储不会有明显的鹰派或鸽派暗示。 

建筑行业 — 细化补短板政策  静待基建回升    
我们继续重申基建的确定性将回升，但是市场反应仍需一定的时间。节奏上看，预计先是相关信贷回升，再是

基建数据回升，四季度基建板块料将逐步反弹。昨天的行情一定程度上是受发改委发布会的情绪带动，整体上

发改委依旧重申之前的政策方向，从乡村振兴、水利、交通基建等方面总结了今年以来的工作。未来将从加大

项目储备、加快开工、保在建、调动民间资本等方面着手稳定有效投资。但会议同时也强调，防范地方隐性债

务风险是做好投资工作的重要前提，这体现了政府在稳投资和防风险间寻求一定平衡的态度。综上，基建板块

确定性向上，估值也处于较低水平，我们重申其相对配置价值。在防风险前提下，补短板、稳投资在乡村振

兴、水利、交通基建等重点领域细化推进。考虑政策不断细化落实，叠加资金面逐步改善，四季度基建触底反

弹可期。标的方面，继续推荐融资状况率先改善、估值更低、安全边际较好、业绩确定性强的央企。推荐葛洲

坝 (600068 CH)、中国中铁 (601390 CH)、中国建筑 (601668 CH) 等。 

其他摘要 

银行业 — 关于渤海钢铁破产事件的点评  理性客观评估信用风险    
发改委发布会重申在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前提下，加大基建稳定有效投资。我们认为，适度政策宽松有助稳

增长和风险底线夯实，同时银行理性放贷行为尚未导致新增风险，板块长线配置价值仍显著。信用环境仍处修

复阶段，首推风险抵御能力强、业绩确定性高的招商银行 (600036 CH)、农业银行 (601288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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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