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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疗保健行业 ― 负面政策出尽 
最近，国家医疗安全管理局等政府部门组织了与主要药品公司的会议，讨论全国“4 + 7”计划的扩展。此次非

官方会议的纪要显示，政府提议将首批上市的 25 种药物从“4 + 7”城市集中采购扩大到全国范围。未来可能

实施的新的扩张计划将会压制市场竞争激烈的药物种类，也会加快市场整合的步伐。 
 

中国燃气配送行业 ― 进口增速缓慢    
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 2019 年 6 月贸易初步数据显示中国的天然气进口依然疲软。该月天然气进口总量 (液化天

然气进口量和管道天然气进口量) 为 752 万吨 (约 104 亿立方米，bcm)，同比仅增 3％，这意味着天然气消费的

增速可能仍在个位数 (约 6%-9%) 的水平。整体天然气进口的单位成本为 8.1 美元/百万英国热量单位 
(MMBtu)，价格同比仅升 4%。 
 

中国联塑 (2128 HK; 6.82 元; 目标价: 8.9 元) ― 分享红利    
我们预计中国联塑的派息率将从 2018 年的 32.5%连续上升至 2021 年的 47.5%，因为公司的资本支出应已到

顶，同时考虑我们对净负债率以及正现金流量的预测。由于固定资产投资减速以及华南地区雨水较多，2019 年

上半年管材销售暂时放缓，但我们相信期间核心利润保持弹性，同比增长超过 14%，主要受惠于树脂成本压力

下降。公司 3 月份发布 2018 年业绩以来，股价已上升 58%，当前估值反映 2019/20 年预期股息收益率

5.1%/6.4%，或 2019/20 年预期市盈率 7.3 倍/6.6 倍，仍具吸引力。我们将目标价从 7 元上调至 8.9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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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