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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A 股今日重点推介  
2017 年 10 月 9 日 

A 股市场策略 — 从周期到价值    
流动性+基本面预期双修复，看好 10 月 A 股行情，预计未来 A 股领涨板块将从周期逐步切换到价值。本轮周

期行情收官后依然有配置价值；但同业博弈和市场波动降低的背景下，再 “抱团” 价值板块也是不错的选择，

其中建议关注金融和必需消费。10 月亮马组合为建设银行 (601939 CH)、招商银行 (600036 CH)、中国平安 

(601318 CH)、华泰证券 (601688 CH)、南极电商 (002127 CH)、伊利股份 (600887 CH)、胜狮货柜 (716 

HK)、厦门钨业 (600549 CH)、万科 A (000002 CH)、中国建筑 (601668 CH)。 

银行行业 — 灵活的政策  乐观的市场    
9•30 央行普惠金融定向降准，有助缓解银行流动性压力，引导资金支持普惠，预计释放资金在 8,000 亿元内 

(银行财报标准测算)。H 股银行股的良好走势有望催化 A 股银行板块的节后行情。目前 A 股银行板块平均估值

对应 2017 年 0.97 倍市净率 (不含次新银行)，继续看好板块后续表现，我们认为估值上升的驱动力将主要来自

股本回报率的持续回升，板块合理估值中枢 1.2 倍市净率以上。重点关注建设银行 (601939 CH)、工商银行 

(601398 CH) 和招商银行 (600036 CH)。 

建筑行业 — PPP 最优细分  大生态领域    
公共私营合作 (PPP) 进入订单和业绩的共振期，其中大生态领域从入库增速、落地率、僵尸项目占比等角度

看均更加优质，此外以特色小镇、管廊等为代表的新基建正成为驱动大生态增长新动力，叠加板块进入估值切

换期，建议以把握业绩确定性配置板块。个股方面，考虑目前银根收紧情况下入库项目才可获得贷款的背景

下，继续建议重点积极关注园林龙头和大生态相关央企，铁汉生态 (300197 CH)、东方园林 (002310 CH)、中

国建筑 (601668 CH)、葛洲坝 (600068 CH)、中国中冶 (601618 CH)。 

其他摘要 

汽车行业 — 景气度环比改善  长期看电动智能    
三季报业绩前瞻：行业整体环比改善，重卡产业链最有望超预期。长期看好汽车在电动化、智能化趋势下的投

资机会，尤其是零部件公司，重点推荐：保隆科技 (603197 CH)、宁波华翔 (002048 CH)、松芝股份 (002454 

CH)、耐世特 (1316 HK)。短期考虑三季报、市场偏好、估值等因素，继续建议重点关注：潍柴动力 (000338 

CH)、上汽集团 (600104 CH)、华域汽车 (600741 CH)、广汽集团 (2238 HK)、江淮汽车 (600418 CH)、比亚

迪 (002594 CH)、宇通客车 (600066 CH)、中通客车 (000957 CH)、金龙汽车 (600686 CH)。 

煤炭行业 — 业绩更上一层楼  估值修复还未结束 
三季报业绩前瞻：上市公司三季度业绩环比维持 20%-40%的高速增长，估值吸引。展望四季度，煤价可延续

高位波动的格局，板块业绩确定性不断提升。近期定向降准政策的落地及外围市场上涨有望催化市场情绪，看

好煤炭板块交易性机会，建议关注低估值的龙头个股。 

房地产行业 — 破解月度销售预期波动错觉    
2017 年前 9 月，根据克而瑞及房地产企业披露数据，龙头公司实现销售额 30,550 亿元，同比+44.4%；9 月

单月实现销售额 4,000 亿元，同比+18.9%，环比+15.2%。在很高基数的情况下，取得同比近 20%的增长是足

以令人满意的。我们认为，当前是万科 (000002 CH) 为代表的 A 股行业龙头上佳配置窗口。首先，我们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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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并不会导致房价大幅下跌，节前市场对于政策过于担心。其次，行业集中度迅速提高，龙头大公司普遍明

显跑赢行业。再次，企业推货热情高涨。我们认为 2017 年 11 月后大公司的销售表现有可能超预期。最后，

在 A 股休市期间，内房表现十分强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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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