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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业 — 从 “厚资本” 到 “宽信用” 
国常会顶层布局支持银行资本金补充，有助于银行夯实资产负债表。长期机构投资者参与增资扩股，亦有益于

银行股估值的持续修复。我们预计 2019 年银行业经营有望继续保持平稳格局，后续板块估值 (目前对应 2019

年 0.76 倍 PB) 在悲观预期逐步消化背景下仍具较大提升空间，中期合理估值中枢在 1 倍 PB 以上。 

新洋丰 (000902 CH; 9.16 元; 目标价: 17 元) 
成立力赛诺  加快高端品牌销售    
新洋丰成立力赛诺，将致力于高端产品销售，促进销量和毛利率提升。基于对公司产业链布局和长期战略的看

好，我们长期看好公司的观点未变。维持 2018/19/20 年 EPS 预测为 0.61/0.76/0.92 元，维持目标价为 17 元

(对应 2018 年 28 倍 PE)，建议关注。 

其他摘要 

大秦铁路 (601006 CH; 8.64 元) — 日运量 126 万吨  春节或短期扰动    
2019 年 1 月大秦铁路核心资产大秦线完成货运量 3,901 万吨，同比减少 0.66%，日均运量 125.8 万吨。1 月

大秦线运量维持高位，预计受益春节前电厂补库存。春节假期 6 大发电集团日耗煤量或降至 40 万吨，需求下

降叠加电厂高库存，预计 2 月大秦线运量或 110 万吨左右，短期影响运量。我们维持 2018/19/20 年净利润预

测 147 亿/142 亿/140 亿元，对应 EPS 0.99/0.95/0.94 元。煤炭产能和运输格局重构满载确定性上升，预计

2019 年运量或维持 4.5 亿吨左右。建议关注。 

宇通客车 (600066 CH; 11.91 元) — 销量低于预期  静待政策落地    
宇通客车公告 2019 年 1 月客车销售 5,265 辆，同比+23.2%。考虑到 2018 年销量低于预期，以及新能源客车

补贴将继续大幅退坡，下调公司 2018/19/20 年 EPS 预测至 1.00/1.03/1.08 元 (原预测为 1.16/1.29/1.38 元)。

短期看，公司客车销售及利润受补贴退坡及行业景气低的影响，但公司是客车行业龙头，技术和制造能力全球

领先，中长期看有望受益于行业格局优化和海外出口市场拓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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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