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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贷动向 ― 信贷脉冲指数下跌 
2019 年 8 月社会融资总额强于预期，达到 2 万亿元人民币 (相比市场预期的 1.7 万亿元人民币)，加上通用市政

债券后，中国的信贷增长实际上从 2019 年 7 月的 10.7％放缓至 2019 年 8 月的 10.5%。三个月信贷脉冲指数

今年首次跌至零以下。根据我们在 9 月首 11 天跟踪的领先指标，信贷增长似乎仍在放缓。我们预计政策将回应

将是进一步放松，降低国内利率。我们相对看好券商和高息股。 
 

中国海外 (688 HK; 26.1 元; 目标价: 31 元) ― 行业最佳个股   
中国海外强劲的经营和财务数据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华润置地 (1109 HK) 和万科 (2202 HK)。从绝对核心盈利

和利润率来看，公司盈利能力较高，而且负债率和融资成本较低，合约销售业绩较好。此外，该股目前价格为

0.92 倍 2019 年上半年市净率 (华润置地为 1.38 倍，万科为 1.74 倍)，股息支付率亦逐步上升。所有这些都支持

我们的观点，即中国海外仍是内地房地产领域的最佳选择。我们将目标价从 37 元降至 31 元，基于 2019 年预

期市盈率 7.2 倍 (或其五年平均值，原前为 8 倍)。公司依然是我们的行业首选。 
 

海天国际 (1882 HK; 17.44 元; 目标价: 15.5 元) ― 受损的龙头企业   
海天国际 2019 年上半年核心利润同比下跌 14.3%， 比我们的预期低 4.3%，原因是销售疲软 (尤其在内地) 以
及利润率增长略低于预期。我们认为下半年塑料注塑机的销售势头依然不佳，2019 年 7-8 月的订单仍疲弱，投

资者需等待前景改善。与此同时，人民币贬值、原材料降价和新产品的长期推出有望进一步支持毛利率。我们

仍看重公司在行业中的绝对领导地位、强劲的净现金和卓越的回报 (2019-21 年投资资本回报率为 23%-25%)，
但我们将关注宏观环境的改善，以坚定我们对该股的信心。我们的目标价从 18 元降至 15.5 元，建议继续关

注。 
 

通达集团 (698 HK; 0.6 元; 目标价: 0.85 元) ― 适合未来   
通达集团 2019 年上半年利润同比下降 24.6%，符合预期，但由于补贴增加/研发投入较低，销售额下降。从金

属外壳到弹性外壳的过渡继续影响业务，但影响可能会随着 2019 年下半年的强劲增长而逐渐消失，这部分抵

消了我们对三防产品销售预测的减少。未来产品的研发继续为 5G 带来更多机会做好准备，并提供长期增长潜

力，尽管短期收益不确定，这似乎已经反映在不良估值 (5.8 倍 2019 PE 和 0.5 倍 2019 PB)。我们将目标价格

从 1 元降至 0.85 元。建议继续关注该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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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