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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 — 中美贸易谈判 “曲折前行” 
中美暂停加征新关税为未来双方进一步经贸协商创造了较好的氛围。当然，也不可轻视中美贸易问题谈判的长

期性和曲折性。对比日美 80 年代贸易谈判历史，当前二十国集团 (G20) 会议只是中美贸易长期博弈的开始。

考虑到中美在全球经济的高度融合性，中国存在扭转贸易谈判中劣势的契机。 

A 股市場策略 — 中美博弈 “软平衡”  等待和期待 
中美分歧阶段性缓和，元首会晤确定了以谈判解决问题的主基调，略优于市场预期。后续谈判中，市场准入方

面的成果值得期待；外部加息趋缓、内部政策更重结构性改革的导向也值得期待。短期可以更乐观一些，由于

基本面依然有下行惯性，风险充分化解还需时间，底仓配置上依然要保持定力。G20 舆情有助于改善 A 股的

风险偏好，后市可以更乐观些。配置上新增推荐集装箱运输和极大型原油轮油运。但是，考虑到市场风险充分

化解还需时间，国内经济仍将处于惯性下行的通道。底仓配置上要继续保持定力，建议仍以能够抵御经济波动

的弱周期行业为主，包括医疗、新能源产业链、军工、农业、企业级云服务、5G、免税店、保健品等。 

宏观经济 — PMI 指数创年内新低  预计 2019 年政策天平将回归 “稳增长” 
2018 年 11 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50.0，比上月小幅回落 0.2 点；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

数为 53.4，比上月回落 0.5 点。11 月份经济增速进一步下滑，经济下行压力凸显。PMI 创年内新低，2019 年

政策天平将回归 “稳增长”。困扰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仍然是 “如何平衡去杠杆和稳增长”。预计 2019

年 “去杠杆” 和 “稳增长” 的天平会重新偏向 “稳增长”，经济增速有望在 2-3 季度逐渐企稳。 

其他摘要 

银行业 — 理财新征程    
12 月 2 日晚间，银保监会正式发布《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管理办法》(银保监会令 2018 年第 7 号)，本期聚焦

我们将重点关注正式版发文的调整内容及未来影响。《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管理办法》发布意味着资管新规系

列配套文件的最后一只靴子落地，下阶段银行理财业务有望迎来规模和收入的修复期。当前上市银行基本面整

体具备较高确定性，政策面利好和外围预期稳定又有望带来向上弹性收益；我们认为银行股向下风险有限，向

上空间可观，合理估值应在 1 倍市盈率以上。优选资产质量指标优异、具备息差弹性的银行。投资组合两条主

线：一是业绩和风险稳定性较好的招商银行 (600036 CH) 和农业银行 (601288 CH)，二是受益资金面趋松、

具备息差弹性的平安银行 (000001 CH) 和光大银行 (601818 CH)。 

房地产行业 — 销售增速放缓  关注政策信号 

克而瑞 (CRIC) 和中国指数研究院等发布了 2018 年前 11 个月房地产行业龙头公司销售数据。2018 年 1-11

月，行业龙头销售额累计同比增长 31.3%。11 月单月，龙头公司销售增长 18.7%，增速明显放缓。行业下行

对企业销售的影响开始出现。销售遇冷反过来也左右了开发企业的经营行为，预计拿地规模下降、更积极的推

盘行动、降价促销等也将随之出现。行业基本面下行确认。我们建议积极关注政策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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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