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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柴动力 (000338 CH; 14.18 元; 目标价: 18 元) 
受益超载治理及排量升级    
潍柴动力在 9L-13L 大排量发动机的市场份额达 43.3%，是大排量发动机的绝对龙头。2019 年前三季度，内地

11L 以上的发动机装机占比为 47.5%，但这一比例较美国的 74%仍有较大差距，发动机大马力化仍有提升空

间。另外，潍柴在牵引车、自卸车市场亦处于绝对领先地位。展望 2020 年，治理超载将直接有益于大马力发

动机企业，大排量发动机毛利率显著高于小排量发动机。考虑到四季度重卡行业持续火爆，仍建议关注，目标

价 18 元。 

其他摘要 

2019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点评 — 向着目标  稳中求进 
中央经济工作会于 2019 年 12 月 12 日闭幕。总体来看本次会议的基调有以下三大重点：一) 本次会议出现了

较多新提法，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执政理念；二) 2020 年是两大工作的收官之年，全面小康等目标明确了增长底

线；三) 防风险是坚守增长底线的必然要求，预判与应对或为工作重点。内外风险挑战增多，经济下行压力加

大，但与此同时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需如期实现。在此情形下，预期明年逆周期政策仍将延

续，政策更强调提质增效，改革预计加速，帮助释放经济活力。会议强调，要以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

将新发展理念作为检验各级领导干部的一个重要尺度。 

彤程新材 (603650 CH; 16.82 元; 目标价: 27.6 元) — 特种助剂细分龙头    
彤程新材具备研产销服一体化优势，始终致力于向客户提供各类新材料及综合解决方案。目前公司已经成为全

球橡胶助剂酚醛龙头，未来随酚醛树脂为主的各类精细助剂产能投放将持续成长；同时公司积极布局电子新材

料，未来值得特别期待。看好公司长期发展，目标价 27.6 元，建议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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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