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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汽车行业 — 期望与基本面    
建议关注：长城汽车 (2333 HK; 4.81 元; 目标价: 6.02 元) 
建议回避：华晨中国 (1114 HK; 6.47 元; 目标价: 6.77 元); 东风集团 (489 HK; 7.39 元; 目标价: 7.84 元);  
广汽集团 (2238 HK; 8.16 元; 目标价: 6.98 元) 

预计中国 2019 年一季度汽车生产/出货量分别同比下跌 30-40%/15-20%。刺激措施 (如果有的话) 只会是成本

高、效果差，而且不应该在中美达成任何协议之前推出。外国汽车制造商是碳 (CAFC) 竞争的潜在输家，任何

潜在的汽车贷款放松都会刺激三线城市的需求。我们将 2019/20 行业前景和盈利预测下调 6-19%。我们对

2018 全年和 2019 年一季度的业绩持审慎态度。 

 

中国互联网行业 — 深度价值 
2018 年是中国互联网行业历史上最差的一年，首次表现不及市场预期。压力来自宏观经济放缓、中美贸易战、

2017 年的强势、以及对内容更严格的监管。但市场反映似乎过度，因为新的游戏审批已于去年 12 月恢复，而

政府承诺刺激经济。我们预计 2019 年电子商务增长 21%，手机游戏增长 24%，在线广告增长 23%。 

 

腾讯控股 (700 HK; 321.8 元; 目标价: 408 元)  — 微信公开课 2019     
我们参加了微信公开课 (Weixin Open Class) ，课程分享了迷你节目、企业微信、微信支付和工业互联网的最

新动向，以此吸引合作伙伴。令我们印象深刻的是迷你项目和企业微信的进步，这些也在推动政府和企业的数

字化。微信已升级其搜索功能，并为开发人员提供插件和服务提供商。微信广告可为迷你节目和游戏新广告库

存带来惊喜。腾讯控股是我们的行业首选。我们相信，随着游戏审批的恢复，游戏增长将有所反弹，广告也可

能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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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