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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3 月 13 日 

A 股市场策略 — 国有股权划转社保 
随着国有股权划转社保试点的确定，2018 年国资划转社保有望全面提速。根据我们测算，按现行划转规则仅

能填补城镇养老金 2025 年缺口的 9%，对养老金缺口的实质影响并不大，预计有能力派发高股息的央企集团

会进一步提高下属子公司的派息比率来增加充实社保力度，优质央企未来有望通过系统性抬升派息率触发价值

重估。 

中国银行业 — 银行再融资 “新解”: 农业银行定增预案点评 
3 月 12 日晚，农业银行 (601288 CH) 披露 2017 年业绩快报，并公布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当前尤需理

性看待银行融资：1) 融资方式最关键：2010-11 年主要通过配股补充资本，二级市场股东均被动参与，“抽血” 

效应存在；当前银行股权融资多采用定向方式，大股东最关键，对二级市场股东不产生压力。2) 发行价格反映

预期：2010-11 年认购价格普遍折价 30%-50%，当前多现价或溢价发行，保护中小股东。 

中国动力 (600482 CH; 25.32 元; 目标价: 30 元) 
平台业务整合加速  船舶动力龙头即将扬帆远航    
军船领域，能够提供除核动力以外的几乎全部类型舰船动力，将充分受益于海军装备加速列装，民用动力竞争

优势明显，年营收或超百亿，汽车起动电池目前正在升级换代，中国动力有望获益，作为中船重工集团动力业

务整合平台，未来资产注入仍值得期待。预计 2017/18/19 年每股盈利分别为 0.75/0.93/1.16 元，建议关注。 

大博医疗 (002901 CH; 33.04 元; 目标价: 41.74 元) 
骨科为本  畅游高值耗材全领域    
大博医疗是中国骨科高值耗材领先企业，创伤、脊柱类产品仍处于快速增长期，微创外科、关节、齿科等产品

线将陆续接棒发力。预测公司 2018-19 年每股盈利 0.93/1.19 元。参考可比公司估值，我们给予该股 2018 年

45 倍市盈率，对应目标价 41.74 元，建议关注。 

保隆科技 (603197 CH; 46.56 元; 目标价: 64.8 元) 
聚焦汽车电子  厚积薄发在即    
保隆科技聚焦汽车电子业务，量产、研发、储备产品持续迭代；核心员工持股、上汽持股行业认可度高；我们

认为公司单车价值量持续上行，是当前最具成长性的汽车电子标的。参考同比公司估值水平，我们认为该股合

理估值为 2018 年 30 倍市盈率，对应目标价 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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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