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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A 股今日重点推介  
2018 年 3 月 7 日 

A 股市场策略 — “守正”为上  业绩为王  从大强小弱到各有千秋 
年报披露渐入高峰：“守正” 为上、业绩为王。我们对各行业 2018 年景气展望和业绩看点。行业分析：金融+
周期业绩兑现，消费+成长细选行业。大金融+周期：整体盈利向上。(1) 无论是营收与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的相

关性，还是盈利与国企利润的相关性，预计 2017 年全部 A 股非金融的盈利都是向上的，高权重的周期和地产

龙头贡献大部分业绩增量；(2) 银行和保险 2017 年基本面确定性向好；(3) 涨价增厚周期利润，2017 年四季度

涨价主线：水泥、钢铁、基础化工中的纯对苯二甲酸产业链、有色中跟新能源汽车电池相关的小金属钴、锂，

以及供给侧改革化解过剩产能的重点领域铜、铝。消费：细选行业。必选消费中的乳制品、调味品，可选消费

中的免税、酒店、白酒，以及商贸零售整体业绩可期。而肉类以及和房地产相关的可选消费等在年报季整体表

现较弱的可能性较大。基于业绩快报的行业推荐。以披露率和业绩为标准，我们筛选出如下十个细分行业，年

报行情可参与：环保及公用事业、建筑装修Ⅱ、其他钢铁、其他建材、食品、水泥Ⅱ、稀有金属Ⅱ、增值服务

Ⅱ、证券Ⅱ。 

银行行业 — 顺势而为  监管优化  银行释压    
据财经网报道，银监会上周下发《关于调整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的通知》(银监发[2018]7 号)，将

拨备覆盖率监管要求由 150%调整到 120%-150%，贷款拨备率监管要求由 2.5%调整到 1.5%-2.5%。我们认为

监管升级势在必行。2018 年是政策大年，货币政策和监管框架等或将面临较大变化。需把握政策核心，即降

低系统性金融风险，促银行粗放扩表为审慎高质经营，行业有望步入长期高质量发展周期。3 月开始金融政策

窗口到来，关注自上而下改革带来的投资机会；同时业绩和分红两大主线，夯实板块高确定性机会。首选确定

性强的标的，包括招商银行 (600036 CH)、建设银行 (601939 CH) 和工商银行 (601398 CH)。 

其他摘要 

农化投入品行业 — 农业服务  在实践探索中走向成熟    
服务模式升级的大背景将催生水肥一体、农业金融、种植服务等多个大则万亿、小则百亿的市场，国内龙头将

在这个农资品升级、农服需求井喷的黄金时代充分享受红利，空间巨大。重点推荐金正大 (002470 CH)、新洋

丰 (000902 CH)、诺普信 (002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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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