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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股市场策略 — 政策窗口与机遇 
预计 “十九大” 不会改变 A 股中期向好的走势。会后政策整体风格不变，但改革类政策将提速，会后 A 股将进

入主题活跃期。建议从前期改革进度相对滞后的领域和 “十三五” 规划约束性目标补短板两个角度寻找机会；

前者包括国企混改和天然气市场化改革，后者包括研发投入提速和环保板块机会。 

银行业 — 融资超预期  表外再发力    
9 月社融依然强劲，表内信贷惯性，表外项目发力。贷款冲高虽具季末特征，但信贷需求有回落迹象。个人存

款时点冲高，对公存款增势较弱。货币增速虽触底微升，但维持低位运行概率较大。预计银行业息差和风险改

善将继续推动盈利增速的企稳回升，下周起陆续公布的银行三季报将进一步验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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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选建设

银行 (601939 CH)、工商银行 (601398 CH) 和招商银行 (600036 CH)。 

汽车行业 — 软包锂电池趋势已现  加速渗透    
受益于中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迎来爆发式发展，软包电池质量轻、安全性能高，渗透率有望提升。预计到

2020 年软包锂电池总需求量有望达到 67 吉瓦时，三年复合年均增长率达 35%。同时，软包锂电池的高速增

长将使得上游铝塑膜行业受益。重点关注宁波华翔 (002048 CH)、新纶科技 (002341 CH) 及道明光学 

(002632 CH)。 

其他摘要 

宏观经济 — 信贷超预期的逻辑仍未改变 
2017 年 9 月内地新增信贷 1.27 万亿元，新增信贷再超预期，按揭和企业贷款依旧成为支撑，社融中表外融资

意外回升，但信用扩张已确定有所收缩。广义货币 (M2) 小幅反弹，较上月 8.9%回升 0.3 个百分点至 9.2%。

金融去杠杆的监管力度仍没有减弱，同时信用收缩导致货币派生受到影响，预计短期内 M2 低位运行的状态不

会改变。 

宏观经济 — 出口反弹有根基  进口大增存扰动 
2017 年 9 月份内地出口金额 (美元口径) 同比增长 8.1%，前值为 5.6%；进口金额 (美元口径) 同比增长

18.7%，前值为 13.5%，贸易顺差 284.7 亿美元，前值 419.2 亿美元。9 月中国出口的反弹符合我们的预期，

但进口的加速回升则超出我们的预期。对于前者，我们认为年内中国外需的改善仍然向好；对于后者，我们认

为 9 月进口增长很可能由于季节性因素而被放大了。 

家家悦 (603708 CH; 17.21 元; 目标价: 23 元) — 业绩或持续超预期    
2017 年前三个季度，家家悦营业收入 83.9 亿元，同比+3.5%；归属净利润 2.2 亿元，同比+25.9%；扣非归属

净利润 2.2 亿元，同比+29.7%，业绩超预期。公司三季度业绩显示加速展店、改造升级、推行合伙人制等对

提高同店增速、有效管控费用、推动跨区域扩张等成效显著。同时，公司网点、供应链、物流禀赋突出，新零

售转型空间广阔。目标价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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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