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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 — 进出口皆超预期 
2017 年 11 月内地进口金额 (美元口径) 同比增长 17.7%；出口金额 (美元口径) 同比增长 12.3%。贸易顺差

402 亿美元。进出口双双超预期，并未受到高基数影响。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持续好转支撑出口，国内限产导致

进口替代作用明显增强，主要工业品进口量上涨。未来中国需求持续稳定，进口仍有支撑。 

宏观经济 — 通胀回升暂缓  工业品下行趋势确立 
2017 年 11 月内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7%；PPI 同比上涨 5.8%。菜价暂时拖累通胀回升步

伐。猪价小幅回升难抵蔬菜大幅回落，食品重返通胀之路暂时受阻。我们认为 11 月可能是确立生产价格指数 

(PPI) 明显下行趋势的时点，12 月 PPI 同比或继续下行至 4.5%左右。展望明年，预计中国经济逐渐走向“新

平衡”，其中重要的一点是供需结构平衡关系的重新建立。我们认为，2018 年内地需求端大体保持平稳，根

据此前的判断，明年 PPI 中枢将在 3.5%-3.8%左右。 

A 股市场策略 — 再论“资管新规” 
“资管新规”是短期市场和机构持续关注的焦点。机构与政策“博弈”，新规落地预期紊乱，但市场担忧趋于

缓和；考虑到机构和市场接受程度，新规 终会更有弹性。新规在提升 A 股长期配置价值的同时，带来的风险

是短期和结构上的；结构风险主要源于定增产品的资金关联。有定增减持和业绩承诺压力的个股，我们建议谨

慎对待。 

双汇发展 (000895 CH; 25.32 元; 目标价: 35.6 元)  
风物长宜放眼量  千亿征程再启航    
双汇发展为肉制品行业龙头，中长期屠宰及肉制品行业集中度提升空间大，受益于此公司屠宰业务上量及肉制

品业务质变可期。短期猪价下行利好业务盈利能力改善，判断明年公司业绩向上改善较明确，估值层面对标海

外公司亦低估，股息率水平居板块首位。目标价 35.6 元，建议关注。 

其他摘要 

计算机行业智能 POS 行业 — 硬件渗透拐点有望来临  B 端服务生态扬帆起航    

我们看好智能销售终端 (POS) 行业需求持续扩张，以及硬件渗透率快速提升带来的生态爆发机会。短期建议

关注硬件生产规模优势明确、同时拥有银行卡收单牌照资源的智能 POS 生产商，中长期建议关注增值业务突

出、建立明显生态优势的 B 端综合支付服务平台。重点推荐新大陆 (000997 CH)、新国都 (300130 CH)。 

 

通信行业 — 大数据辅助社会治理  政务 ICT 云化升级    

新华社北京 12 月 9 日电，中共中央政治局 12 月 8 日下午就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进行第二次集体学习。中共

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强调：审时度势精心谋划超前布局力争主动，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建设数字中国。中央

政治局集中学习，国家大数据战略有望加速，政务 ICT 升级存在预期差，重点推荐：(1) 政务云有望加快渗

透，重点推荐紫光股份 (000938 CH)；(2) 大数据实战应用逐渐深入，重点推荐海能达 (002583 CH)、美亚柏

科 (300188 CH)；(3) 数据爆发支持网络信息安全景气，重点推荐烽火通信 (600498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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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