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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财富起飞！
晋身「信证理财」客户

尊享
头等投资服务及

迎新礼遇

www.csb.com.hk

由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晋身成为「信证理财」客户，
开户金额低至HKD3,000,000! 您更可享以下一系列非凡优惠，唯您尊享。

立即开户！推广期由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止。

想了解更多详情?  请电邮至 csi-callcentre@citics.com.hk 或致电：

香港客户服务热线

中国内地免费热线 

(852) 2237 9338
(86) 400 818 0338

  结构性产品
  最优惠融资年利率低至P-1%
  指定产品保证金比率高达70%

  迎新精美纪念品一加一
1) 刻有阁下名字的专属名牌签名墨水笔乙支5&6; 或
2) 快速流动充电池乙个5&6; 及
3) Plaza Premium First Hong Kong 通行证，让您

体验高端机场贵宾室两次 6&7 

 基金
 精选港元货币市场基金买卖经纪佣金低至 0.02%10

 开户后首六个月购买非上市基金认购费实收0.8%
 开户后首六个月豁免代收分红费用8

 债券
 开户后首六个月购买债券经纪佣金实收0.3%
 开户后首六个月豁免电子存入费、电子提出费、

代收利息费用、债券换股费、到期赎回债券费用及
到期前赎回费用8

 最优惠融资年利率低至P-1%
 指定产品保证金比率高达70%

*优惠须受有关条款及细则约束。有关本优惠计划之详情、条款及细则，请浏览 www.csb.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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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
中美博弈“軟平衡”：等待和期待

核心观点：中美分歧阶段性缓和，G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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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仓配置上依然需要保持定力。

美 国 在 市 场 准 入 方 面 的 谈 判 值 得 期 待 。接下来90

天的谈判内容和美国的诉求在“301”调查报告和

“301”更新报告中都有体现。我们预计，其中扩大

市场准入是双方共识度高，最容易取得进展的领域。

参考之前中美双边投资协定	(BIT)	和负面清单，预计

大类行业中服务业、金融、制造业	(部分)	的开放会提

速；且对美国限制的负面清单会更优惠。具体来说，

美国竞争力比较强，意识形态关系不高，国企占比不

大的一些服务业短期进展会比较明显，包括高端医

疗、法律服务、高等教育等行业。

内外部政策压力的舒缓也值得期待。暂不继续加征关

税可以缓解美国输入性通胀的压力和中国部分出口行

业失业的压力。通胀预期对美联储加息的约束变弱，

加上美国联储局局长鲍威尔近期偏鸽派的表态，市场

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也有弱化，A股受美股共振的压

力会缓和。对中国而言，政策留有余力，重心更多放在结构性改革。国内政策开年再大幅放松的可能性不大，结构

性改革的力度会加大。考虑到中美谈判还有不确定性，预计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政策定调在保持定力的同时，

也会预留出更大的弹性空间。考虑到市场风险充分化解还需时间，国内经济还处于惯性下行的通道中。底仓配置上

依然要保持定力，建议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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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相关公司、彭博、中信证券					2018年12月10日收盘价					风险等级：由低至高分1至5级

市盈率 (倍) PEG (倍) 市净率 (倍) 息率 (%) RoE (%) 貨幣 投顾

公司 收盘价 17 18E 19E 17-19E 18E 18E 18E 风险评级

平均 13.7 11.4 9.4 0.7 1.6 2.6 15 

柳药股份	(603368	CH) 	26.19	 16.9	 13.0	 10.4	 0.6	 1.7	 1.7	 13	 人民币 3

平安保险	(601318	CH) 	62.18	 12.5	 10.8	 8.9	 0.7	 2.1	 2.9	 19	 人民币 3

招商银行	(600036	CH) 	28.34	 10.2	 8.9	 7.8	 0.7	 1.4	 3.4	 16	 人民币 3

中国太保	(601601	CH) 	29.67	 18.3	 14.8	 11.9	 0.8	 1.8	 3.1	 12	 人民币 3

中国中铁	(601390	CH) 	7.20	 10.8	 9.3	 7.9	 0.6	 1.0	 2.0	 11	 人民币 3

A 股精选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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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
中美G20會晤略超預期  期待美國加息週期結束

核心观点 : 中美 G20 会晤结果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中性偏正面，但 90 天“缓冲期”内谈

判压力仍很大。宏观层面，中国将继续开放国内市场，农业、能源行业或面临更大竞争。

鉴于 G20 结果略超市场预期，偏向于我们此前判断的乐观情景。中短期，美国加息周期有望结束，

个别板块进入修复行情。

中美双方都有避免贸易争端进一步恶化的诉求。中国PMI

的新出口订单指数从2017年12月的51.9下滑至2018年11

月的47.0	 (近3年新低)，且6月以来一直处于萎缩状态。因

此，中国有动力尽快解决与美国之间的贸易争端，以避免

明年出口增速“断崖势”的下滑。而美国则是面临通胀继

续升温的痛点。CBO预测美国失业率将继续下滑至2019年

3季度的3.3%，工资的上涨将持续推动国内通胀。在此情

况下，若中国出口企业无法全部“吸收”额外关税，则将

导致输入性通胀，对美国国内需求造成打击。

宏观层面，中国将继续开放国内市场，农业、能源行业或面临更大竞争。结合习主席于进博会开幕式的发言、对改

革开放40年庆典的展望和此次中美达成协议的90天“缓冲期”，中国预计在近期将宣布实质性的市场开放措施，主

要集中在金融和现代服务业等。银保监会11月25日批复同意安联	(Allianz)	在中国设立首家外资保险控股公司，便是

金融业对外开放上的重要突破。行业层面，中美未来90天内谈判的影响短期内较难判断，仍待细节落地。但就白宫

声明中的表述“中国将同意从美国购买尚未商定但非常大量的农业，能源，工业和其他产品……”，国内农业、能源

业等未来可能会面临更大的竞争。

个别板块进入修复行情: 鉴于G20的中美会晤结果略超市场预期，中央多番表示年底前力保人民币7算及市场因油价

大跌对明年美国通胀预期大幅舒缓下，美国加息周期有望结束。预期航空、5G、香港高分红企业将进入估值收复

期。

资料来源：相关公司、彭博、中信证券					2018年12月10日收盘价					风险等级：由低至高分1至5级

市盈率 (倍) PEG (倍) 市净率 (倍) 息率 (%) RoE (%) 貨幣 投顾

公司 收盘价 17 18E 19E 17-19E 18E 18E 18E 风险评级

平均 20.1 29.9 21.3 7.7 2.4 3.3 10 

南方航空	(1055	HK) 	5.22	 7.5	 13.4	 9.3	 NA 0.9	 1.2	 7	 港元 3

香港交易所	(388	HK) 	225.40	 37.4	 29.7	 27.1	 2.1	 7.1	 3.0	 24	 港元 3

香港电讯	(6823	HK) 	11.84	 17.6	 17.7	 17.0	 11.1	 2.3	 5.7	 13	 港元 3

置富产业信托	(778	HK) 	9.17	 18.0	 17.9	 17.4	 10.1	 0.6	 5.7	 5	 港元 3

中国铁塔	(788	HK) 	1.28	 NA 71.1	 35.6	 NA 1.0	 0.6	 2	 港元 3

港股精选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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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股 
中美貿易長期博弈

中美双方暂停加征新关税的共识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中美贸易战进一步升级的态势，为未来

两国进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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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20 会议结束只是中美贸易长期博弈的开始。

2018 年 7 月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标志着中美贸

易争端进入新阶段，随后中美双方均采取报复性加征

关税的举措，一度令中美关系陷入僵局。

从日美在 1970-80 年代贸易摩擦中先后建立起一系

列贸易对话和交涉机制的情况来看，我们预计未来中

美双方贸易谈判将不仅仅停留在关税领域，围绕能

源、农产品、医疗、高科技产品、金融等领域的谈判

协商将会进一步深化。另外，这对美国内外部政策压

力的舒缓也值得期待。暂不继续加征关税可以缓解美

国输入通胀的压力。通胀预期对美联储加息的约束变

弱，加上鲍威尔上周偏鸽派的表态，市场对美联储的

加息预期也有所弱化。

我们预计美股未来几周表现持续反复波动整固。传统

旧经济股如卡特彼勒	(Caterpillar)、波音	(Boeing)、

3M 等早前受中美贸易争议影响的估值很可能有所

修复。同时，美元强势亦会因息口暂缓上升而有所

收敛，这也应利好道指成份股如苹果	(Apple)、耐克	

(Nike)、宝洁	(P&G)、强生	(Johnson	&	Johnson) 等。同时，过去两个月受压的大型科技股亦开始企稳。随着市场

风险偏好有所回升，我们估计大型科技企业如脸书	(Facebook)、Alphabet、微软	(Microsoft)、亚马逊	(Amazon)	

等将受投资者追捧。

资料来源：相关公司、彭博、中信证券					*年度化數字						2018年12月10日收盘价					风险等级：由低至高分1至5级

市盈率 (倍) PEG (倍) 市净率 (倍) 息率 (%) RoE (%) 貨幣 投顾

公司 收盘价 17 18E 19E 17-19E 18E 18E 18E 风险评级

平均 26.1 20.5 18.2 4.0 -9.2 1.7 19 

Alphabet	(GOOGL	US) 	1,062.47	 24.7	 19.5	 18.7	 1.7	 4.2	 0.0	 18	 美元 3

花旗集团	(C	US) 	62.26	 11.9	 9.4	 8.2	 0.6	 0.8	 2.4	 9	 美元 2

露露柠檬	(LULU	US)* 	133.62	 53.7	 37.8	 31.8	 1.8	 10.8	 0.0	 29	 美元 3

高通	(QCOM	US)* 	57.73	 14.2	 15.2	 13.9	 11.9	 -52.6	 4.2	 NA 美元 3

美股精选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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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 
受益於經濟增長強勁和盈利資料穩健

欧洲股市今年三季度温和走高。各行业中，能源板块因油价上涨而表现最佳，房地产则在美

国加息后遭市场抛售。在英国，投资者担心“无协议”，股市下跌。

市场还将关注英国脱欧协议的发展。虽然首相文翠

珊暂时避过了党内进行不信任投票，脱欧协议也得

到英伦银行行长以及英国商界的支持，但在国会似

乎仍未获得足够支持，原定于 12 月 11 日举行的

国会脱欧协议草案表决更突遭取消，这大大提高英

国脱欧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西班牙乘机与英国

讨论直布罗陀主权问题，并威胁否决英国脱欧的协

议草案。因此，英国脱欧问题仍有一定变数，短期

英国会否脱欧将左右欧洲政经大局。

欧元区正处于经济活动周期中较早的时段，因此股

票具有较高的隐含风险溢价 ( 超额现金收益 )，盈

利向上空间也相对广阔。欧洲央行的政策利率可能

在 2020 年结束之前维持在超低水平。出口增长易

受全球环境疲软、保护主义风险和欧元滞后的影响。意大利民粹主义政府和英国脱欧谈判可能构成政治风险。从季

度业绩来看，我们的欧洲股票精选整体贡献正面，惟其中英国股票配置有所拖累。	

资料来源：相关公司、彭博、中信证券					*年度化數字						2018年12月10日收盘价					风险等级：由低至高分1至5级

市盈率 (倍) PEG (倍) 市净率 (倍) 息率 (%) RoE (%) 貨幣 投顾

公司 收盘价 17 18E 19E 17-19E 18E 18E 18E 风险评级

平均 13.3 13.9 11.9 1.5 2.7 4.4 15 

荷兰皇家壳牌	(RDSA		LN) 	2,317.00	 15.5	 10.8	 9.1	 0.5	 1.2	 6.5	 12	 便士 3

阿斯利康公共公司	(AZN	LN) 	6,007.00	 19.2	 22.3	 20.5	 NA 7.1	 3.7	 19	 便士 3

保诚	(PRU	LN) 	1,407.00	 9.7	 9.4	 8.6	 1.5	 2.1	 3.6	 20	 便士 3

拜耳股份	(BAYN	GR) 	61.60	 9.3	 10.6	 8.6	 2.3	 1.2	 4.6	 11	 歐元 3

西门子	(SIE	GR)* 	97.80	 12.9	 16.4	 12.9	 - 1.7	 3.9	 13	 歐元 3

欧股精选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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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市場擔憂有所緩解  估值溢价依然費解

2018 年 11 月，我们主办了中信里昂证券印度论坛，86 家企业、150 多位投资者和 10 位专

业讲者出席了论坛。会上，多数公司 ( 不包括与住房建设行业相关者 ) 均强调，其业务并未

受到非银行金融机构 (NBFC) 面临资金紧缩的二级影响。

汽车企业则表示，近期业务放缓更多是由于同比基础

艰难和企业成本（燃料、利息、保险费等）上升。缺

乏资金并未被列为盈利放缓的原因。节日期间需求增

长基本持平。一些住房融资公司表示，贷款（甚至包

括现有贷款到位）的速度放慢。房地产开发商强调，

为非工薪阶层获取抵押贷款变得困难。正面来看，农

村需求增长依然强劲，必需消费品、汽车和其他耐用

消费品公司也强调了这一点。

Info Edge 表示 IT 服务招聘加速，这也明显反映在

IT 公司 2018 年 9 月结季度的业绩中。在印度，就业

问题更多地被视为一个质的问题，而不是量的问题，

它要求投资于生产力，政府需加强这种投资。电子商

务是亮点，过去两年增长率翻了一番。良好的物流是

主要挑战。随着油价从近期高峰下跌 34％，外国投资者似乎不太注重印度的宏观经济。然而收益减少的趋势加上市

场过去 10 年平均估值的溢价仍然令人不安。

资料来源：相关公司、彭博、中信证券					*年度化數字						2018年12月10日收盘价					风险等级：由低至高分1至5级

市盈率 (倍) PEG (倍) 市净率 (倍) 息率 (%) RoE (%) 貨幣 投顾

公司 收盘价 17 18E 19E 17-19E 18E 18E 18E 风险评级

平均 26.4 35.1 23.0 2.2 5.2 2.9 22 

	爱西爱西爱银行	(ICICIBC	IN)*	 	346.35	 38.8	 30.9	 14.4	 0.6	 2.1	 0.8	 6	 卢比 3

	ACC有限公司	(ACC	IN)	 	1,411.80	 30.6	 25.1	 20.9	 1.5	 2.7	 1.9	 11	 卢比 3

	阿达尼港口和经济特区	(ADSEZ	IN)*	 	359.15	 18.8	 24.2	 17.7	 6.2	 3.2	 0.6	 17	 卢比 3

	Pantaloons时尚和零售	(ABFRL	IN)*	 	180.75	 - 84.1	 53.3	 2.5	 11.3	 0.0	 14	 卢比 3

	印度煤炭	(COAL	IN)*	 	238.15	 17.5	 11.5	 8.7	 0.4	 7.0	 11.3	 63	 卢比 3

印股精选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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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
創紀錄季度利潤  但越來越依賴半導體

2018 年 三 季 度 是 韩 国 历 史 上 最 赚 钱 的 季 度， 营 业 利 润 同 比 增 长 17%， 净 利 润 同 比 增 长

11%，创纪录的营业利润率为 12.5%。在我们覆盖的 92 家公司中，19 家超出市场预期，

40 家为内联预期，33 家低于预期。然而，有 33 个目标降价 ( 相比之下有 14 个被修订 ) 和 13

个推荐降级 ( 相对于 6 个升级 ) 。

三星电子	(005930	KS)	 和 SK 海力士	(000660	

CH)	 的盈利集中度继续增长，目前占韩国营业

利润总额的 44%。鉴于三星电子 61% 的利润和

SL 海力士的全部利润几乎是动态随机存取内存	

(DRAM)，大约 1/3 的企业利润来自一个产品	-	

DRAM。如果我们投入另一个内存产品，那么依

赖会更高	-	闪存	(NAND)	。这是对韩国其他行业

如何失去竞争力的清醒提醒。与此同时，股票支

持的信贷余额	( 保证金贷款和股票支持贷款 )	在

2018 年 10 月仅下降了 4 万亿美元后稳定下来，

但 27 万亿日元的高余额仍将是一个压力点，尤其

是可能的基准利率韩国银行	(BOK)	加息。

虽然随着油价的调整，通胀压力得到缓解，但韩国银行最近听起来相当强硬，强调需要遏制家庭债务的上涨。总而

言之，政府的财政政策对经济没什么帮助。最高经济顾问的最近变化表明，政策方向不会改变，我们可以期待更多

相同的政策，这些政策并没有真正发挥作用。我们预计市场将保持无方向性，选股变得越来越重要。

资料来源：相关公司、彭博、中信证券					2018年12月10日收盘价					风险等级：由低至高分1至5级

市盈率 (倍) PEG (倍) 市净率 (倍) 息率 (%) RoE (%) 貨幣 投顾

公司 收盘价 17 18E 19E 17-19E 18E 18E 18E 风险评级

平均 12.0 12.3 11.6 0.5 1.6 2.4 18 

三星电子	(005930	KS) 	40,200	 6.3	 5.7	 6.3	 - 1.1	 3.6	 21	 韩元 3

爱思开海力士	(000660	KS) 	65,500	 4.3	 2.9	 3.6	 0.4	 1.0	 2.3	 40	 韩元 3

浦项制铁	(005490	KS) 	248,000	 7.7	 6.3	 6.1	 0.6	 0.5	 3.4	 7	 韩元 3

NAVER株式会社	(035420	KS) 	119,000	 25.4	 27.9	 25.3	 - 3.5	 0.2	 14	 韩元 3

江原道	(035250	KS) 	32,950	 16.1	 18.6	 16.8	 NA 1.9	 2.7	 10	 韩元 3

韩股精选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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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外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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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
OPEC+減產略超預期  改善原油供需平衡 

第175届OPEC国家会议、第5届JMMC国家会议于2018年12月6-7日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

会议达成一致OPEC+国家协议减产120万桶/天，其中OPEC减产80万桶/天，非OPEC产

油国减产40万桶/天，协议将于2019年1月起实施，持续6个月，明年4月份将再次评估供需情

况。

OPEC会议之前及开幕式期间，沙特等国家提议的减

产数量50-150万桶/天之间，市场主流预期减产规模

在100万桶/天，最终协议减产量120万桶/天，略超预

期。

10月份OPEC产量32.9百万桶/天，Q3市场对OPEC

原油的需求31.7百万桶/天，11月份沙特产量继续上

升40万桶/天，市场供应过剩在140万桶/天左右。加

拿大12月初宣布2019年Q1减产32.5万桶/天，假设

OPEC+国家减产执行率维持在100%，预计2019年

Q1国际原油市场有小缺口，推动油价反弹。美国原

油输送管道19年Q2-Q3投产，增加国际原油市场供

给，油价可能出现振荡。

维持2019年国际油价宽幅振荡观点，扩大波动范围预期至60-90美元/桶，下调中枢油价预期至70-80美元/桶	(下调

5-8美元)，主要因美国页岩油产量预期提升以及伊朗制裁预期调整。

资料来源：相关公司、彭博、中信证券					2018年12月10日收盘价					*	回报及相关系数以港元计算			风险等级：由低至高分1至5级

回报* (%) 近半年 市值 资产净值 投顾

现价 三个月 半年 一年 三年 五年 相关系数* 日均成交 (万) (亿) 溢价/(折让) (%) 货币 风险评级

油价  51.00  (24.8)  (22.7)  (11.0)  39.9  (47.8)  1.00  NA  NA NA 美元

南方东英WTI	(3135	HK) 	7.84	 	(17.4) 	(13.8) 	1.6	 	NA	 	NA	 	0.92	 	52.47	 	0.14	 	3.62	 港元 3

F三星原油期	(3175	HK) 	11.40	 	(22.7) 	(17.3) 	(4.0) 	NA	 	NA	 	0.97	 	94.08	 	1.71	 	3.33	 港元 3

原油 ETF 精选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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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
從週期波動看金價運行

美国正处在此轮经济周期的顶点附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将2019 年美国经济增速预

测调低至2.5%，油价、就业及工资上涨将推动通胀水平正常化，甚至带来滞胀。随着后半

程加息节奏放缓，预计实际利率水平将长期在0%-1%之间波动，未来或出现趋势性下行。从大

类资产配置角度看，黄金可作为中长期资金配置的重要避险资产。

2008 年以来全球经济稳定复苏，美国及欧洲等海外

权益类资产近十年来涨幅显着，目前已处于高位。根

据其最新预测，IMF	将明年全球经济增长由3.9%调整

至3.7%，增速放缓较为明显，企业盈利前景拖累股票

市场，迭加中美贸易战等不稳定因素，黄金作为重要

的避险资产的价值凸显。

我们认为：一)	未来三年全球经济增速调整，通胀水

平正常化，投资需求支撑金价趋平稳增长；二)	美

国资产负债表缩表和加息预期对黄金价格的压制不

断弱化；三)	资本市场泡沫化，美国权益资产居于

高位，利好大宗商品；四)	地缘政治仍存在不确定

性，尤其是中东局势及中美贸易战等，可能会触发

投资者避险情绪。鉴于以上四点，我们预计未来三年金价可能开启持续震荡上行的趋势，2019-21	年均值分别为

1,320/1,430/1,480	美元/盎司。

资料来源：相关公司、彭博、中信证券					2018年12月10日收盘价					*	回报及相关系数以港元计算					风险等级：由低至高分1至5级

回报* (%) 近半年 市值 资产净值 投顾

现价 三个月 半年 一年 三年 五年 相关系数* 日均成交 (万) (亿) 溢价/(折让) (%) 货币 风险评级

金价 1244.46  3.6  (4.5)  (0.2)  17.1  (0.6)  1.00 NA  NA NA 美元

SPDR金ETF	(2840	HK) 922.00 	3.8	 	(4.5) 	(0.5) 	15.8	 	(1.0) 	0.97	 	1,264.49	 	2,381.53	 	0.37	 港元 2

价值黄金	ETF	(3081	HK) 30.20 	4.0	 	(4.6) 	(1.2) 	15.3	 	(1.0) 	0.97	 	152.82	 	7.61	 	(0.08) 港元 2

黄金 ETF 精选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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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数值	(截至2018年12月10日)					数据来源:	彭博，中信证劵						风险等级：由低至高分1至5级

債券精選

全球債券市場2019年會更具挑戰性
全球市场上出现了自2010年以来最大的供应过剩。过剩的债券供应主要来源于G4国家央行量化宽松政策的放缓或

中止，而商业银行和零售市场上债券需求的萎缩远不足以抵消由此带来的供应增加。债券市场上严重的供需失衡状

态仍将持续至2019年。2018年内，全球各地的债券收益率均出现了明显的上升，并大幅推高债券收益率。市场预

计明年债券供需平衡状况随着利差扩大而持续恶化，這将对收益率构成进一步上行压力。	在新兴市场，關鍵除了分

析企业信贷基本面外，美元在明年的投資决定中亦起着核心作用。	在美国利率方面，我们认为美国国债收益率趋于

陡峭美联储暂停，因为经济放缓的可能性似乎比实际收益率上涨的機會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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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銀行業2019年投資策略 
攻守兼備

基本面稳中向好。2019 年预计宏观经济增速下行但幅度有限，流动性格局稳步改善，信用风

险底线渐明，银行财务报表继续修复。

1) 资 产 负 债 表 优 化。资产规模扩张恢复，预

计 2019 年新增社融和信贷同比增速分别为

9.3%/11.7%，2019 年二季度开始社融增速触

底反弹，实体流动性环境改善可期。2) 利润表

修复。预计 2019	年行业净息差提升 3 基点至

2.07%，带动净利息收入增速反弹至 9.5%；结

构性去杠杆背景下，预计净手续费收入和非息

收入增速分别反弹至 6.1%/10.8%。3) 风险底

线明确。按部门划分，政府部门信用风险底线

确定，居民部门风险度稳定，企业部门尤其是

民营企业债和股权质押风险尾部出清中，预计

内地银行将继续审慎拨备计提，信用成本稳定

在 1.1%。

2019 年步入银行股投资甜点区。2019	年配置银行股有望收获：1)	基本面修复带来的高确定性收益：信用风险底线

确立，盈利稳中向好，预测2019年行业盈利增速恢复至9.18%；2)	政策面利好和外围预期稳定带来的向上弹性收益：

2019	年银行板块步入风险预期拐点，叠加政策面和市场预期稳定的催化效应，有望获得向上的弹性收益。

投资策略：选股逻辑遵循业绩确定性强且可持续增长原则，即资产质量指标优异以及备息差弹性。投资组合：建议

关注两条主线，一是业绩和风险稳定性较好的招商银行 (3968 HK)	和农业银行 (1288 HK)，二是受益资金面趋松、

具备息差弹性的光大银行 (6818 HK)。

资料来源：相关公司、彭博、中信证券					2018年12月10日收盘价					风险等级：由低至高分1至5级

市盈率 (倍) PEG (倍) 市净率 (倍) 息率 (%) RoE (%) 貨幣 投顾

公司 收盘价 17 18E 19E 17-19E 18E 18E 18E 风险评级

平均 6.5 6.2 5.6 0.9 0.8 5.2 14 

招商银行	(3968	HK) 	31.55	 9.8	 8.7	 7.6	 0.7	 1.4	 3.5	 16	 港元 3

农业银行	(1288	HK) 	3.38	 5.0	 4.9	 4.6	 1.0	 0.6	 6.1	 14	 港元 3

光大银行	(6818	HK) 	3.42	 4.6	 5.0	 4.7	 NA 0.5	 6.1	 11	 港元 3

内银股精选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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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鋼鐵行業2019年投資策略
注重深化改革機會

预计 2019 年钢铁海内外需求端同比下滑 1.44%。其中国内需求同比下滑 0.89%，出口需求

进一步下滑 10%。地产、汽车、机械等行业对于需求均带来一定的拖累。基建有望在明年

同比带来增量，抑制部分需求端的下滑，或成为全年需求的核心亮点。

预计 2019 年钢铁供应端预计同比下滑 1.87%。其中明

年对供应造成比较大影响的几个变量分别是：电炉产量

的增量、产能自然性出清与减量置换的减量、以及环保

对于产量的长期持续性影响。而在 2016、2017 年对于

高炉产量影响较大的高炉产能负荷率的提高，根据我们

跟踪测算，目前已经接近较高值，对于全年产量贡献度

减小。

投资策略：我们认为 2011-2015 年中国钢铁行业所处阶

段与美国钢铁行业在 21 世纪并购潮前所处背景有诸多相

似之处。对标美国，中国的钢铁业在未来大规模并购重

组后的经营水平有较大上升空间，在并购重组的推进达

到预期的情况下，钢铁行业有较大的投资机会。从时间

周期来看，并购重组以政府为主导，周期将长于美国，

短期效应难以体现，中长期资源将向大型优质钢企靠拢，

布局钢铁行业全国性和区域性龙头公司是未来中长期的

主线。

资料来源：相关公司、彭博、中信证券					2018年12月10日收盘价					风险等级：由低至高分1至5级

市盈率 (倍) PEG (倍) 市净率 (倍) 息率 (%) RoE (%) 貨幣 投顾

公司 收盘价 17 18E 19E 17-19E 18E 18E 18E 风险评级

平均 6.3 4.3 5.0 0.5 0.8 7.5 19.3 

马鞍山钢铁	(323	HK) 	3.55	 5.7	 3.6	 4.3	 0.4	 0.8	 8.6	 24	 港元 3

鞍钢股份	(347	HK) 	6.07	 6.8	 5.0	 5.6	 0.7	 0.7	 6.4	 14	 港元 3

钢铁股精选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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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能源汽車產業2019年投資策略 
從“總量”到“格局”

新能源汽车销量将保持快速增长。新能源汽车是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现阶段处于从 1% 到

10% 的高速成长期。

政策方面，双积分交易制度初步建立，将接力补

贴政策，保障行业可持续发展。市场方面，车企

在加大电动平台建设和新车规划，越来越多满足

消费者真实需求的产品将投放市场。2018 年 1-9

月中国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 72 万辆，预计 2018

年全年约 110 万辆，到 2020 年有望超过 210 万

辆，复合年均增长率约为 38%。

补贴退出，行业何去何从？ 2017 年开始政府补贴

开始加速退坡，市场存在担忧。首先，我们预期

在 2021 年补贴退出的情景下，依托电池等核心成

本的下降、产品性能和结构升级带来的终端提价，

行业依然能实现可持续的盈利发展，尤其是新能

源乘用车领域。其次，2018 年之后各车企加速投

放具有较强吸引力的电动车型，产品具备“科技”和“智能”特点，供给端的好产品有望推动产业从补贴驱动转向

市场驱动。

投资策略：长期来看，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成长具有很高的确定性。中短期看，补贴退出后行业盈利承压，但依旧可

以通过降本升级保持可持续发展。未来的投资逻辑将从“总量”转向“格局”，从整个产业链的定价权演变及各环

节格局变化出发，建议重点关注优质龙头，如比亚迪 (1211 HK)。

资料来源：相关公司、彭博、中信证券					2018年12月10日收盘价					风险等级：由低至高分1至5级

市盈率 (倍) PEG (倍) 市净率 (倍) 息率 (%) RoE (%) 貨幣 投顾

公司 收盘价 17 18E 19E 17-19E 18E 18E 18E 风险评级

平均 33.3 40.5 29.7 5.5 3.5 0.1 6 

比亚迪	(1211	HK) 	53.90	 33.3	 40.5	 29.7	 5.5	 2.2	 0.3	 6	 港元 3

蔚来汽车	(NIO	US) 	7.03	 NA NA NA NA 4.8	 0.0	 NA 美元 4

新能源汽车精选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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