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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股市场策略 — 预期三月重构  看短做短    
A 股处于全球共振后的预期重构期，市场波动较大，又恰逢财报披露高峰；波动扩大，白马交易逻辑受损，但

龙头业绩逻辑未变。建议看短做短：细选主线，业绩为王；紧扣业绩和龙头逻辑，寻找预期瑕疵少的主线。亮

马组合降低大金融持仓比例，同时调入低市盈率盈利增長比率的成长龙头。亮马股票组合为：贵州茅台 

(600519 CH)、永辉超市 (601933 CH)、欧普照明 (603515 CH)、中炬高新 (600872 CH)、三安光电 (600703 

CH)、中兴通讯 (000063 CH)、建设银行 (601939 CH)、招商银行 (600036 CH)、招商蛇口 (001979 CH)、大

秦铁路 (601006 CH)。 

有色金属行业 — 特朗普政府对进口铝材征税  短期关注市场风险 
特朗普政府对进口铝材征税，短期关注市场风险。预计 3 月份美联储加息在即，中国 2 月制造业 PMI 数据不

佳，基本金属价格承压下行。短期需要关注风险端，特朗普政府对钢铝征税对全球经济可能带来负面影响，美

联储可能加息四次的预期对市场流动性可能会带来不利影响，商品市场持续调整可能会导致相关企业盈利可能

不及预期。中长期来看，全球经济复苏趋势不变，通胀依然处于上升通道，基本金属配置通胀逻辑不变。随着

节后消费全面回归，市场需求不断回升，风险偏好和配置通胀需求会对铜等基本金属价格形成一定支撑，板块

有望中长期走强。此外，两会期间，建议关注政策端对于有色金属板块的支撑。 

化工行业 — 氟化工产业链景气持续    
氟化工行业自 2017 年改善以来，景气度持续提升。我们认为由于下游空调、汽车需求稳定，加之需求旺季的

到来，目前上游萤石供应紧张的局面将继续向下游传导，导致氟化氢、R22、制冷剂和聚合物产品价格持续上

涨，企业盈利能力将得以快速提升，上市龙头更为收益。关注建议巨化股份 (600160 CH)、金石资源 (603505

CH)。 

其他摘要 

重卡行业 — 2 月销量符合预期  3 月增速有望回升    
根据第一商用车网报道，2 月重卡销售 6.8 万辆，同比下降 21%，主要受春节假期影响，符合市场预期；预计

3 月有望回升。考虑重卡 2018 年销售仍有望维持在 100 万辆左右的高位；行业竞争格局变好，龙头公司业绩

稳定性明显提升，尤其是拥有大功率发动机业务的企业；继续重点推荐潍柴动力 (000338 CH)、威孚高科 

(000581 CH) 等。 

浙江鼎力 (603338 CH; 73.46 元; 目标价: 86.62 元) — 战略牵手宏信  品质再获认可    
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许树根和上海宏信设备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章春雨，在浙江鼎力工厂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携手开拓国内高空作业平台市场，倡导安全高效的高空作业环境。公司牵手国内最大租赁商，进

一步彰显产品品质和整体性价比，有望进一步拉动国内销售。目标价 8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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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