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资咨询服务 
中信证券经纪 (香港) 有限公司 

 
中华通股票今日重点推介  
2019 年 11 月 12 日 

 

银行业 — 信用的两难    
2019 年 10 月新增社融 6,189 亿，环比少增 1.65 万亿；新增人民币贷款 6,613 亿，环比少 1.03 万亿；10 月广

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 8.4%，环比持平。10 月社融在前期较高基数上回落，但社融增速和 M2 增速仍不算低，

侧面表明“信用”的作用需重新评估 (如年初宽信用有短时刺激效果但中长期效果有限，反而给信用扩宽政策带

来约束) 。利率政策方面，预计本月 LPR 大概率跟随 MLF 利率下调而降低。板块前期投资情绪乐观，外资和

国内机构补仓低估值品种是主要贡献因素。下阶段低估值银行仍具备相对价值，短线投资建议关注低估值品种

如兴业银行 (601166 CH)、光大银行 (601818 CH)、中国银行 (601988 CH) 等，长线组合优选具备特色的招商

银行 (600036 CH) 和平安银行 (000001 CH) 以及高成长性的常熟银行 (601128 CH)。 

格力电器 (000651 CH; 61.17 元) — 短期扰动不改长期正确方向    
11 日晚，格力电器宣布对 2019 年 11 月 1 日~11 月 10 日所销售 “俊越”、“T 爽” 两个系列进行补贴，补贴力度

跟双十一期间一样。同时，公司公告因珠海明骏与格力集团尚在协商，因而推迟股权转让的合同签订。新公告

的追溯补贴整体属于 9 日晚公司宣布的 “双十一 30 亿” 补贴范畴，仅从补贴规模和事件本身看，不算太超预

期。技术相对成熟的消费品行业，价格的竞争是龙头整顿行业的利器，此时，公司果断以长期正确的事情为导

向，提升行业竞争压力，短期费用虽有扰动，但料反而赢得长期持续成长空间。此外，公司报表非常扎实，预

计当行业整体竞争压力加大时，整体利润率能维持相对稳定。股权转让合同签订时间节点推迟，目前具体原因

尚未明了，但整体转让方向不变，主要是合约细节的进一步磋商，预计股权转让不会缺席。公司底子厚实，短

期悲观预期逐渐消除，且股转在即有望减弱估值压制因素；长期空调增长稳健，公司格局最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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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