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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行业 — 消费税意见稿解除短期担忧  利好白酒    
消费税法征求意见稿发布，总体无明显变化，解除市场担忧。消费税改的关注主要落在白酒板块，短期担忧消

除对白酒板块形成利好。展望 2020 年，宏观经济放缓、基数不断扩大背景下，预计行业将理性降速，龙头公

司增长亦将有所放缓，但这并不意味着行业景气出现拐点，相反我们认为本轮景气周期仍将持续较长时间。消

费升级和集中度提升将成为行业主线，高端酒的增长确定性强。坚定推荐贵州茅台 (600519 CH)、五粮液 
(000858 CH)、泸州老窖 (000568 CH)。 

其他摘要 

重卡行业 — 销量继续超预期    
根据第一商用车网数据，2019 年 11 月，中国重卡销售 9.4 万辆，环比增长 3.0%，同比增长 5.3%，已经实现

连续 5 个月同比增长，继续超出市场预期。我们上调 2019 年重卡销量预测至 116 万辆，可望再创历史新高；

行业竞争格局变好，龙头公司业绩稳定性明显提升，尤其是拥有大功率发动机业务的企业；重汽与潍柴的合作

有望进一步优化行业格局，提升行业估值。继续重点推荐市场份额持续提升的潍柴动力 (000338 CH)，关注经

营效率不断提升的中国重汽 (000951 CH)。 

新能源汽车行业 — 中长期成长趋势不变    
12 月 3 日，工信部对《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 (2021-2035 年)》公开征求意见。明确了电动车长期发展，进

一步提升了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投资确定性。从标的选择角度，核心企业受益格局出清以及全球配套有望持续兑

现高增长预期，建议继续关注优质行业龙头。重点推荐：宁德时代 (300750 CH)、比亚迪 (002594 CH)、宇通

客车 (600066 CH)、璞泰来 (603659 CH)、新宙邦 (300037 CH)、三花智控 (002050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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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