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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 — 新一轮中美贸易战对国内通胀影响几何? 
通过对中国 600 亿美元商品清单分析，我们发现中国的反击措施从 “同等规模” 转为 “同等比例”。600 亿美元清

单中商品的行业分布和金额规模对国内经济的负面影响相对有限。根据静态测算，600 亿关税清单将会推升国

内通胀约 0.113 到 0.265 个百分点左右。此外，国内通胀水平仍受多种因素影响。考虑到目前对居民消费价格

指数 (CPI) 影响较大的一些子项，如国内食品价格，尤其是猪肉价格的变动等，叠加中美贸易战的影响，预期

今年 CPI 为 2.1%-2.2%。 

A 股策略市场 —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纪念窗口会否带来利好? 
这轮行情是政策底线思维下，市场超跌后的反弹，修复的还是风险偏好。换个角度，就是紧信用、贸易战、财

政三条主线风险得到有效控制，而市场估值已充分调整： 

(1) 信用方面：紧跟信用利差改善之后是 8 月的新增社融改善，这夯实了市场对未来盈利增速下行的时间和空

间的预期；后续基建补短板落地虽不会把信用打得很高，但做实后稳定基建投资问题不大。 

(2) 贸易战：2,000 亿美元清单靴子落地，前期人民币贬值和之后改革开放提速都将起到抵消的作用：前者作

用更直接，我们也判断人民币已贬值比较充分；而后者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纪念的窗口下成为短期看点，但问

题是，开放类政策对基本面的影响要中长期才能体现出来。 

(3) 财政方面：国务院设定了企业总体负担不增的底线后，减税和社保征缴的综合影响必然是在这一底线下的

平衡。但财政的中期平衡预计还是要围绕社保缺口和国有股权划转之间展开。 

总而言之，A 股基本面预期的稳定对政策的依赖非常高，政策虽划定了底线，但尚无一致预期，基本面的预期

也就不稳定。仅有情绪不能构成反转，反弹向反转切换，最大的障碍还是 A 股盈利增速还处于下行的后半段，

市场对上述三条主线是否已充分反映在股价还有分歧。 

建材行业 — 部分子行业龙头估值进入安全边际区域    
从估值来看，除了水泥股外多数建材子行业股价已反映了较为悲观的预期，部分子行业 (防水、玻纤等) 龙头

估值进入安全边际区域，即便在周期调整后段需求出现下行，这类公司估值水平也已偏低。中长期重点关注细

分行业防水材料、玻纤 (中国巨石；600176 CH)、塑料管 (伟星新材；002372 CH)。 

其他摘要 

电力行业 — 用电增速回升  三要素共振向好配置当时    
2018 年 8 月内地全社会用电量 45,296 亿千瓦小时，同比增 9.0%。8 月单月用电增速为 8.8%，较 7 月 6.8%

增速回升 2.0 个百分点，去年 7 月单月用电量高基数及持续的高温天气为增速回升主因。当前电力需求增速仍

然维持较高水平供给端电源投资增速下降趋势明显，结合近期自备电厂整治，落后产能退出预计电力供给端增

速将进一步放缓，整体看供需改善持续并将加速。煤价方面，当前快速下降的电厂日耗与高库存的矛盾有望使

得淡季煤价中枢向绿色区间出现实质性回归。电价方面，各地区经历了 3-4 轮一般工商业降电价后，燃煤机组

电价压降疑虑基本打消，三要素向好趋势共振有望令火电盈利能力加速修复。半年报基金持仓较低建议增配。

持续推荐华电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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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