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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燃气配送行业 ― 连接费最终政策出台    
建议关注: 港华燃气 (1083 HK; 5.95 元; 目标价: 7.4 元); 华润燃气 (1193 HK; 40 元; 目标价: 42 元) 
建议回避: 新奥能源 (2688 HK; 81.25 元; 目标价: 77 元) 

国家发改委颁布了关于城市燃气连接费审查的最终政策文件。与过去版本相比，新版本的内容并没有显著的不

同。发改委重申，连接费应以连接成本加 10%作为上限，同时一如预期将成本审计和修订后的连接费水平决定

交给地方政府。新政策几乎没有提供新的信息，天然气配送商的股价因此而大幅上升令人惊讶。主要燃气经销

商的股价昨日涨幅高达 7%。我们认为市场不必对此新闻过度雀跃。 
 

中国材料行业 ― 倒退还是放松？    
建议关注: 海螺水泥 (914 HK; 49.4 元; 目标价: 58.8 元); 华润水泥 (1313 HK; 7.79 元; 目标价: 9.42 元) 
建议回避: 中国建材 (3323 HK; 7.2 元; 目标价: 7.03 元); 马鞍山钢铁 (323 HK; 3.07 元; 目标价: 3.09 元);  
鞍钢股份 (347 HK; 3.52 元; 目标价: 3.67 元) 

根据对库存和土地销售的分析，我们对 2019 年下半年房地产建设的看法比市场共识更为乐观。如果北方地区

在国庆 70 周年之前收紧环境政策，可能会出现供应下降的惊喜。加上预期 2019 年上半年业绩稳健，我们预计

水泥板块继续跑赢大市。三季度盈利前景依然疲弱，因此我们对钢铁板块持谨慎态度。至于铝板块，我们维持

与市场不同的正面看法，因为我们仍相信总建筑面积完成量将在年内有所反弹。下半年，我们的行业首选为海

螺水泥和华润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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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