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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电行业 — 谁在增配家电板块    
虽然此轮消费还处于调整期，但在外资增持 A 股和流动性宽松预期加强的背景下，家电基于自身的低估值+良

好格局+清晰的中长期逻辑，预计将成为上半年境内外增量资金配资的优选。此外，原材料价格进入下行周期

+潜在的政策改善 (补贴、地产) 逐渐发酵，有望带动家电公司在下一轮周期中率先回暖。因此，我们看好

2019 家电板块收益率。全年来看，板块相对收益率概率大，下半年绝对收益率概率大。重点关注溢价能力

强，业绩确定性高的龙头：如青岛海尔 (600690 CH)、格力电器 (000651 CH)、小天鹅 A (000418 CH) 等。 

中南建设 (000961 CH; 6.21 元; 目标价: 8.92 元) 
管理红利释放  业绩高速增长    
中南建设发布 2018 年业绩预增公告，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220-270% (约 19.29-22.30 亿元)，且盈利指引已

经剔除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公司销售积极，毛利率明显改善，业绩实现大幅增长。公司后续管理

红利释放仍然值得期待，业绩增长可期。目标价 8.92 元，建议关注。 

其他摘要 

光大嘉宝 (600622 CH; 6.73 元; 目标价: 8.49 元) — 经营业绩超预期  不动产资管业务前景广阔    
光大嘉宝发布年度业绩快报，预计 2018 年实现归母净利润约 8.45 亿元，同比增长 54.85%。公司业绩超预期

主要源于两方面：一是房地产开发业务结转收入和毛利率同比增加；二是不动产资管业务跟投项目投资收益增

加。公司地产开发业务小而美，不动产资管业务具备核心竞争力。目前在管规模接近 500 亿元，具备规模先发

优势和能力禀赋优势，中长期潜力巨大。目标价 8.49 元，建议关注。 

潍柴动力 (000338 CH; 8.72 元; 目标价: 15 元) — 业绩好于预期  估值修复可待    
潍柴动力发布 2018 年业绩快报，公司 2018 年实现归母净利润同比增加 10-30%，实现归母净利润 74.9 亿元

至 88.5 亿元，超市场预期。其中四季度单季净利润在 14.9-28.5 亿元范围。四季度业绩超预期主要由于 11-12

月行业保持高景气。公司当前股息率 5%以上，具有很强的安全边际。长期看，潍柴是具有全球核心竞争力的

中国先进制造企业。目标价 15 元，建议继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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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