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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监管机构改革 — 新监管起航 
2018 年是政策大年，金融监管领域的机构调整、人事调整以及监管政策有望逐步推进。把握政策核心尤为关

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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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政策

窗口期叠加业绩披露期，关注政策改革和业绩分红两大主线。 

房地产行业 — 预期重构需时日  结构行情可期待   
从总量角度来看，我们认为按揭贷款利率全年不会超过 6%，全行业销售全年有可能小幅下行，但部分龙头企

业仍有望取得 30%左右的销售高增长。这意味着板块虽不能出现基本面反转，但足以酝酿结构性行情。未来

一段时间，产品颇具特色，资金成本较低，进取心较强的国有龙头公司可能优势明显。我们重点推荐招商蛇口

(001979 CH)，华侨城 (000069 CH) 和万科 A (000002 CH)。 

上汽集团 (600104 CH; 36.92 元; 目标价: 41 元) 
携手 TTTech  加码智能驾驶控制技术    
上汽集团与 TTTech 将成立合资公司，共同推进智能驾驶中央决策控制器 (iECU) 集成开发，提升智能驾驶核

心能力。携手 TTTech，公司智能驾驶生态圈逐渐形成，布局国内领先；公司新年持续热销，龙头销量增速持

续领先行业；持续看好公司自主强势崛起，新能源汽车持续热销。维持预测 2017/18/19 年 EPS 为

2.93/3.12/3.36 元，对应 11/11/10 倍 PE。合理估值为 2018 年 13 倍市盈率，目标价 41 元，建议关注。 

招商蛇口 (001979 CH; 21.73 元; 目标价: 28.35 元) 
落子海西成熟资源  战略扩张有望加速    
招商蛇口公告拟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公司控股股东所持有招商漳州 78%的股权，拉开了蛇口模式进一步扩

张的序幕。这不仅意味着公司优秀资源战略拓展，也预示着蛇口模式内涵越发丰富。维持公司 2018/19 年每股

盈利 1.94/2.26 元的预测，维持每股净资产 33.38 元的预测，维持目标价 2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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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