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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 — 对 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展望  
(1) 可以从 2018 年 10 月 31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定调来预判 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因为，其一，今年经济到 10 月底基本上已成定局，经济中反映出来的问题也就是明年经济要面临和解决的问

题；其二，从时间上说，10 月 31 日政治局会议之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报告起草工作也随即开始，政治局

会议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定调将会贯彻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报告中去。(2) 明年最大的任务是稳住增长，这

既是应对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的要求，也是抵御中美贸易战等外部不确定因素的需要。预计明年的增长

目标区间在 6.0-6.5%左右，接近 6.5%的增长是可以接受的。如果中美贸易战升级，那么更低一点的增长也是

可以接受的，因为全球增长也可能比预想的更低。(3) 宏观政策会适度向稳增长倾斜。货币政策会保持稳健宽

松，降准、增加对民营企业的信贷投放、着力疏通传导机制。财政政策有力度减税和赤字率提升至 3%。(4) 

预计会大力采取措施保护和调动民企、外企积极性，使重国企轻民企、外企的现象得到一定的纠正。(3) 和 (4) 

两部分政府各部委和地方政府已经在开始行动，预计明年会进一步扩大行动。 

公用事业行业 — 逆周期遇见弱宏观  超配火电    
预计 2019 年用电量面临需求压力，火电利用小时数持续回升推动行业供需形势持续改善的速度出现放缓。但

逆周期特性使得经济放缓时火电成本端通常调整幅度更深，预计盈利逆周期属性将推动火电盈利和毛利率持续

修复趋势在 2019 年延续，且修复有望提速。盈利逆周期带来了回报逆周期，火电股在经济放缓期超额收益突

出，因此当前优质火电股的配置吸引力异常突出。对于电价风险，由于目前仍处于回报修复的初期阶段，短期

内电价风险不足虑。建议超配火电。推荐华电国际 (600027 CH)、华能国际 (600011 CH)、粤电力 A (000539 

CH)、浙能电力 (600023 CH) 等。 

其他摘要 

交运行业 — 经济下滑期是廉价航空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    
廉价航空公司由于成本控制好，盈利能力要强于全服务航空公司，前者业绩几乎保持常年为正，盈利的波动幅

度要小于全服航司。但廉航业绩在经济下滑过程肯定会受到一定的负面影响。春秋航空 (601021 CH) 的 30%

的航线是国际航线，需求驱动是日、韩、泰出境游，除了韩国这几年增速都在 10~15%，表现良好，今年 1-

10 月该公司国际客运量增速为 15.2%，相比去年明显提升。而国内航线布局方面，由于上海机场 (600009 

CH) 资源有限，公司增加了石家庄、沈阳、潮汕、扬州、宁波等二线机场运力投放，二线城市居民收入水平持

续提升带动了消费，公司 1-10 月国内客运量增速为 13.3%，同比放缓。预计公司未来两年业绩的年增速在

20%左右，当前该股估值为 20 倍市盈率，相比海外龙头的 15-20 倍。中期来看，公司在北京二机场的时刻资

源获取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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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