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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 
信贷、非标、信用债三项回暖  社融及 M2 一季度企稳无悬念 
2019 年 1 月内地金融数据超出市场一致预期。全月新增信贷 3.23 万亿，新增社融 4.64 万亿，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速 8.4%。整体来看，票据显著多增推升信贷年初放量，而信用债融资持续转暖及表外融资三项近 10 个

月来首次转正均推升了 1 月份新增社融水平。展望一季度，预计社融、信贷及 M2 企稳无忧。 

宏观经济 — 价格双跌显示需求疲弱态势未改 
2019 年 1 月内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增长 1.7%，较前值回落 0.2 个百分点，连续第三个月下降。

CPI 增速回落，猪价和油价持续下行构成拖累，菜价受节日临近影响构成环比支撑。总需求疲软态势未改、拖

累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 (PPI) 继续下挫。今年 PPI 仍面临较大通缩风险，工业企业盈利料将出现上游和中下游

的显著反向分化。 

A 股市场策略 — 反弹的节奏和主线 
反弹还未结束，预计 A 股在普涨后领涨主线会逐渐明确；社融数据和中美谈判进展将强化反弹动能。策略上继

续弹性优先，关注社融催化的 “三网” (交通网、信息网、能源网) 建设主线，继续聚焦成长龙头，并在选股时兼

顾业绩和景气。 

其他摘要 

建筑业基建行业 — 订单印证基建回暖  融资正实质性改善    
“补短板+保在建” 持续深入细化，部分基建子领域建设规划审批加快。而央企国企订单验证基建回暖，基建企

业四季度订单企稳回升。资金方面，1 月信贷数据超预期，融资正实质性改善，维持 2019 年基建投资增速

7%-8%的判断。继续推荐央企和地方国企。推荐中国中铁 (601390 CH)、隧道股份 (600820 CH)、中国建筑

(601668 CH) 等。 

石油石化行业 — 减产加速期  油价或继续上行    
节后一周，国际油价一改假期盘整的态势，西得克萨斯中间基原油 (WTI)、布伦特原油 (Brent) 一周内升 7%。

市场预期进一步下调，减产进入加速期，将对油价形成支撑。短期，美国炼厂开工依然低迷，但中国 1 月份开

工率明显改善，后续随着季节需求恢复，开工或继续提升；加拿大输油管道漏油事故、美国钻机数持续走平预

计将缓解美国国内库存压力，库存料有所下跌。油价强势利好产业链，节后需求逐步恢复、行业低库存有望推

动石化产品价格回升；同时，投资加速利好工程及服务类企业。推荐需求确定性高的工程服务标的海油工程

(600583 CH)；推荐估值低及下跌空间不大的中国石化 (600028 CH)、卫星石化 (002648 CH)、桐昆股份

(601233 CH)、恒力股份 (600346 CH)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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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