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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煤炭行业 ― 安检进行中 
临近国庆 70 周年庆典活动之际，安检异常严格。煤炭生产需要的爆炸品已经暂停向内蒙古东部煤矿供应。政府

表示将从 9 月 25 日起停止批准枪支弹药和其他危险物品的公路运输。同时，山西北部的煤矿禁止露天储存，一

些受检查的煤矿已停产。也有报道指，陕西榆林的部分煤矿将在 9 月中旬至 10 月初暂停生产。 
 

中国电力行业 ― 8 月份数据波动    
建议关注：龙源电力 (916 HK; 4.64 元; 目标价: 7.14 元); 华润电力 (836 HK; 10.8 元; 目标价: 16.1 元); 中广核

电力 (1816 HK; 2.06 元; 目标价: 2.63 元) 

宏观来看，8 月份中国工业生产增长进一步放缓，同比升 4.4%。但发电量同比增长 1.7%，略高于 7 月份 0.6%
的增幅。火力发电同比持平 (8 月为同比下跌 0.1%)；水电增长放缓，同比升 1.6%；核能/风能/太阳能分别录得

同比增长 21%/14%/14%。我们看好龙源电力，华润电力和中广核电力，当前股价分别反映 0.7 倍/0.7 倍/1.0 倍

2019 年预期市净率。 
 

蒙牛乳业 (2319 HK; 30.15 元; 目标价: 36.6 元) ― 良好的补充   
蒙牛乳业提出以每股 12.65 澳元的价格收购澳洲贝拉米 (Bellamy’s) 的全部股份，相当于后者最新收盘价溢价

52%。虽然部分投资者可能会关注高额溢价，但我们认为，因股价在注册后的下滑，该股估值可能无法完全反

映其与有机形象密切相关的卓越品牌。我们认为一些澳纽企业拥有强大的品牌资产，但缺乏有竞争力的中国合

作伙伴。Swisse 和 Blackmores 在中国的不同表现就是最好的例子。我们敦促投资者以具前瞻性的心态，了解

蒙牛与贝拉米之间潜在的协同作用，鉴于贝拉米独特的品牌和管道定位，这一交易可能是蒙牛婴幼儿配方奶粉

品牌组合的良好补充。建议继续关注蒙牛乳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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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