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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 — 经济基本面需要逆周期调节 
2019 年 5 月中采制造业 PMI 回落至荣枯线下，在需求仍然偏弱的情况下，近期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放缓、信

贷增长偏弱体现出逆周期调节措施推进略微偏慢，且中美贸易摩擦突然升温，三重因素导致企业生产景气回

落，尤其对小型企业的负面影响比较明显。面对外部压力增大，我们认为逆周期调节政策将持续发力。总体

上，我们仍维持此前对 2019 年实体经济下半年出现改善的判断。 

A 股市场策略 — 转机在 6 月 
逆周期政策中货币先行，预计 6 月份流动性环境更趋宽松；6 月美方 “3,000 亿美元” 加税清单落地概率不大，

基本面在 4、5 月是阶段性低点，后续会缓慢恢复：政策、基本面和中美分歧的转机在 6 月逐步确立后，预计

估值修复将驱动 A 股步入上行通道。配置上，建议继续紧扣价值主线，主选大消费板块。 

其他摘要 

汽车行业 — 地方限购放松  预期有望回暖    
深圳、广州、贵阳三个限牌城市相继宣布增加新车上牌指标，预计对 2019 年和 2020 年的增量分别是 8.5 万辆

和 12.5 万辆。目前中国八个主要限购城市和省份的汽车保有量总计为 2,400 万辆左右，占全国汽车保有量的

10%。预计鼓励汽车消费政策在下半年将陆续出台，叠加行业景气度下半年改善，重点关注龙头公司跌出来的

机会。核心组合：华域汽车 (600741 CH)、上汽集团 (600104 CH)、广汇汽车 (600297 CH)、比亚迪 (002594 
CH)、潍柴动力 (000338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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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