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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航空 (601021 CH; 44.87 元) 
三季度扣非业绩增 35%  国际线表现亮眼   
春秋航空 2019 年前三个季度营收为 115.6 亿元 (人民币，下同)，同比上升 13.6%；实现归母/扣非净利润分别

为 17.2 亿/15.9 亿，同增 21.7%/24.7%；毛利率同比提升 2pcts 至 17.8%，三费率同比下降 0.7pct 至 3.5%，

成本控制依然强劲。国际线表现亮眼，或受益公司的国际线新增运力更多投向高收益的日韩航线，预计三季度

日韩线的可用座位公里 (ASK) 增速可达 30%-45%的高位。公司有望在 2020年夏秋季获得北京大兴机场时刻，

未来两年或陆续布局北京、成都、西安、青岛等一线和强二线城市,未来两年国内线客公里 (RPK) 收益有望提

升，长期看盈利模式逐渐由依靠补贴转向盈利提升。新冬春航季，公司在深圳机场国际线日均航班量增长 3
倍，未来或持续受益深圳机场国际化加速，建议关注。 
 

格力电器 (000651 CH; 58.67 元) ― 表现平稳  等待混改落地   
格力电器 2019 年前三季实现收入 1,550.4 亿元，同比增长 4.3%；归母净利润 221.2 亿元，同比增长 4.7%，

三季度业绩符合预期，在低景气和高基数影响下保持稳健增长。近日公司发布公告，股权转让事项取得重大进

展，确定最终受让方为珠海明骏 (高瓴系) ，并将于 10 个工作日内与格力集团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并披露后

续与管理层合作的相关细节。由于前期已成立股权激励平台公司，我们预计后续合作将继续增强公司管理层股

权激励，加深利益绑定，并有望恢复分红率。在此基础上，高瓴或将继续助力公司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引入有

效技术、市场和产业协同等战略资源，实现多方产业赋能，提升综合竞争力。公司底子厚实，短期业绩悲观预

期逐渐消除，且股转在即有望减弱估值压制因素；长期空调增长稳健，公司格局优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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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