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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股市场策略 — 信用风险中的 “危” 与 “机” 
信用风险导致信用利差走扩，短期债市调整有诱发 A 股估值调整的风险。但本轮信用风险源于部分竞争力较弱

企业的信用问题及场内信用债的流动性问题，并非上市企业盈利恶化。此外，预计未来 “紧信用” 状况也会边

际改善。因此，如果信用风险短期压制 A 股估值，反而为投资者介入和布局下半年提供了良机。 

银行业 2018 年下半年投资策略 — 返朴归真    
重构资产负债逻辑，中国银行业处在长周期的拐点中，短期上行动力来自景气周期向上、股本回报率企稳回

升，中长期则望演绎经营模式新格局带来的价值重估。增量资金流入有望加速这一进程，包括理财资金增配权

益资产、金融开放下的海外资金持续流入、机构配置仓位提升等。预计上市银行 2018 年盈利增速反弹至 9%

以上，当前板块估值仅 0.87 倍市净率，极具吸引力。A 股重点推荐招商银行 (600036 CH)、建设银行

(601939 CH) 和工商银行 (601398 CH)。 

电力设备及新能源行业 
新能源车中游市场需求渐主导 下半年行情可期    
我们看好下半年下游新能源车销量旺季带来的全产业链投资机会。动力电池重点推荐国轩高科 (002074 CH)；

电池回收重点推荐格林美 (002340 CH)、天奇股份 (002009 CH)；充电桩重点推荐盛弘股份 (300693 CH)。  

有色金属行业 2018 年下半年投资策略 
把握供需格局结构性转变中的机会    
全球经济复苏并未停歇，需求端逻辑支撑基本金属价格的上行周期。国内外需求协同共振效应明显，预计需求

增长仍然高于供应增长，商品价格上行周期持续，具备成本优势以及产能优势的行业龙头企业仍是核心推荐。

黄金价格运行于美元加息与经济复苏不确定性的矛盾之中。能源成本与宏观需求向好推动通胀上升，金融市场

波动与地缘政治 (英国脱欧、贸易保护主义、叙利亚问题) 等因素将推升避险配置需求。细分市场需求增加带

动稀有金属价格上涨。重点推荐铜、铝、锌和锡板块，重点推荐锡业股份 (000960 CH)、云铝股份 (000807 

CH)；其次，我们看好贵金属板块，重点推荐银泰资源 (000975 CH)；再次，我们看好稀有金属板块，推荐华

友钴业 (603799 CH)、天齐锂业 (002466 CH)、云南锗业 (002428 CH)。 

其他摘要 

农林牧渔行业 2018 年下半年投资策略 — 否极泰来  优选龙头    
预计下半年无论是价格端，还是龙头企业业绩增速端，都将环比改善。猪价反弹、鸡价反转、粮温和复苏将提

升农业板块配置需求和改善相关板块业绩。同时，结构变化持续演进，龙头企业市占率与盈利能力升级，有望

业绩与估值双升。(1) 品种升级，并购加速，重点推荐种业龙头；鸡价反转，重点推荐益生股份 (002458 

CH)、民和股份 (002234 CH)、圣农发展 (002299 CH)；(2) 产品力释放，渠道加速渗透，重点推荐生物股份

(600201 CH)、中牧股份 (600195 CH)、普莱柯 (603566 CH)；(3) 自下而上，综合竞争优势领先，重点推荐

海大集团 (002311 CH)、大北农 (002385 CH) 等；(4) 宠物市场扩容，品牌、渠道力进一步夯实，重点推荐佩

蒂股份 (300673 CH)、中宠股份 (002891 CH)。  

非银行金融行业 — 期权新规落地  大浪淘沙  强者恒强 
期权新规强调期权工具的风险管理属性，提高投资者参与门槛，对参与期权交易的券商实施分类管理，有利于

业务向优势券商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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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