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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2 月 5 日 

中国市场行业比较 — 从 A 股到港股  看中观景气 
上游资源品价格大部分有所下降，国际原油价格受利好消息持续上涨，油气板块龙头可以作为选择，特别是港

股；中游钢铁水泥等景气向上，在 A 股年底存在交易性机会。此外，上游煤炭价格下降，或有利来年火电盈利

复苏，同时看好交运的航空板块的 A+H 标的 (航线的 “供给侧改革”)。下游消费的新能源汽车保持强劲势头，

一线白酒价格从平稳变为上升，景气度较高，TMT 中推荐通信，5G 依旧是市场关注焦点。最后，金融板块，

继续推荐配置银行、保险等景气向上品种。 

2017 年 11 月经济金融数据前瞻 — 工业增加值增速或小幅回落 
六大集团 11 月份耗煤量同比增长 1.9%，前值为 16.5%，大幅回落 14.6 个百分点；重点企业粗钢产量同比增

长 3.8%，前值为 5.4%，回落 1.6 个百分点。从 PMI 数据来看，11 月份中采 PMI 为 51.8，前值为 51.%，回

升 0.2 个百分点。工业增加值增速小幅回落，资本开支回暖受限，短期投资低迷；消费有利因素多于不利因

素；三因素或使贷款继续低增长；直接融资再受限，新增社融不容乐观；外贸趋势向好，但受基数拖累增速回

落；CPI 或延迟进入 “2 时代”。 

航天军工行业 — 整体符合预期  改革有望加速 
12 月 4 日，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推动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意见》，文件内容整体符合

预期。文件要点：鼓励国有资产上市和注入，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军工企业股份制改造，助力军工集团混改提

速，开放分系统及配套产品市场，提出改进完善军品价格和税收政策，明确太空、网络空间、海洋是三大重点

建设领域。 

东江环保 (002672 CH; 16.33 元; 目标价:21.2 元) 
软硬结合发展起新篇  双龙头牵手意义深远    
东江环保公告拟于 2017 年 12 月 6 日与海螺创业 (586 HK)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就水泥窑协同处置固废事

宜达成了战略合作意向。考虑该协议目前为框架性质，后续拓展仍有待进一步落实，因此暂维持 2017/18/19

年每股盈利 0.53/0.71/0.86 元的预测不变。综合考虑危废高景气明确以及公司地位、项目储备丰富、定增推进

顺利、绿色债及资产支持证券发行等强化并购实力助外延快速推进、资源化及无害化共振助业绩加速释放等因

素，结合行业及公司历史估值，给予 2018 年 30 倍目标市盈率，对应目标价 21.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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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