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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股市场策略 — 可选消费的天时、地利、人和    
站在目前的时点，我们的建议是把重点重新转向可选消费领域。总量层面地产产业链暂时“消停”，可选消费支

出预计回升；行业层面不少可选消费行业自身调整也初见成效；交易层面前期滞涨，机构低配，短期博弈价值

显现。行业上建议重点增配品牌服饰、金银珠宝、化妆品、奢侈品和休闲旅游。个股建议关注：安正时尚 

(603839 CH)、江南布衣 (3306 HK)、森马服饰 (002563 CH)、九牧王 (601566 CH)、老凤祥 (600612 CH)、

通灵珠宝 (603900 CH)、上海家化 (600315 CH)、飞亚达 A (000026 CH)、中青旅 (600138 CH) 和宋城演艺 

(300144 CH)。 

化工行业 — 农药板块迎来确定性投资机会    
两年低迷后，农药行业回暖，企业毛利回升。我们认为在专利过期高峰的背景下，行业需求转暖、供给端出

清，未来各个农药产品价格将继续保持稳定上升态势，利好行业中具有先进产能和新产品研发优势的龙头企

业。重点推荐江山股份 (600389 CH)、红太阳 (000525 CH)、扬农化工 (600486 CH)、中旗股份 (300575 

CH)。 

普利特 (002324 CH; 27.46 元; 目标价: 37 元) 
高端化及国际化打造第一品牌    
普利特深耕高端车用改性材料领域多年，在汽车轻量化、大力发展新能源车大背景下，我们看好其在高端化、

绿色化、国际化三个维度的全面布局。作为行业标杆，公司将最大受益于产品需求爆发，随着新产能的逐步投

放及欧美市场的成功开拓，我们相信公司业绩拐点将在 2018 年到来。目标价 37 元，建议关注。 

其他摘要 

重卡行业 — 9 月销量超预期  三季度业绩可期    
2017 年 9 月内地重卡销售 10 万辆，同比+89%，再超市场预期。并且根据产业链排产情况，10 月订单依然饱

满，三季报可期。综合长期发展空间、短期业绩弹性、估值等因素，继续推荐潍柴动力 (000338 CH)、中国重

汽 (3808 HK)。 

中集集团 (000039 CH; 18.42 元; 目标价: 24.3 元) — 前海地块框架协议签订    
中集近日签订了针对前海地块的《土地整备框架协议书》。借此，公司有望获得土地工转商增值收益的

40%，预计该部分收益将超过 100 亿。集装箱业务的高弹性复苏为全年业绩打下坚实基础，此外，前海、太子

湾、宝山等地块的工转商有望为公司带来超过 200 亿的土地价值重固，预计将有效提振公司财务报表。建议给

予公司 2018 年 20 倍 PE 估值，对应目标价 24.3 元。建议关注。 

招商蛇口 (001979 CH; 18.61 元; 目标价: 28.2 元) — 积极销售  增广资源储备    
招商蛇口 2017 年 9 月实现销售面积 57.41 万平米，同比增长 41.7%，销售金额 94.53 亿元，同比升 51.7%。

公司销售稳健增长，预计全年销售超过千亿元。9 月公司销售和拿地积极，货值有望持续增长。此外，集团和

上海市政府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公司在上海可能有更多业务机会。目标价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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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