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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导体行业 — 晶圆涨价影响几何？    
晶圆涨价，需求拉动是主因。国内外资本支出推升中短、中长期需求，供需缺口长期存在。晶圆涨价对下游价

格影响有限，缺货使国内芯片厂存在一定风险。海外晶圆供应份额集中于信越化学、SUMCO、环球晶圆、

Siltronic 等企业，受晶圆涨价获益明显。国内硅片生产类，建议关注上海新阳 (300236 CH)、有研新材 

(600206 CH)；设备材料类建议，关注有望涉足电子级单晶硅设备的北方华创 (002371 CH)、晶盛机电 

(300316 CH) 以及 CMP 抛光片材料供应商鼎龙股份 (300054 CH)。 

信维通信 (300136 CH; 42.75 元; 目标价: 53.13 元) 
三季度业绩超预期    
信维通信预计 2017 年前三个季度归母净利润为 7.0 亿-7.2 亿元之间，同比升 102.08%-107.85%，射频、结构

件带动业绩预告超共识。公司三季度的高光表现主要源于天线主业的稳定增长以及射频隔离件、结构件的高光

表现。公司今明两年天线业务受益份额和市场拓展仍有望维持快速增长，声学射频一体化和射频前端是公司中

长期成长的动力。预计 2017 全年收入增长 78%，利润上升 69%。目标价 53.13 元，建议关注。 

上海家化 (600315 CH; 32.17 元; 目标价: 43 元) 
要约再启  彰显信心    
上海家化公告，由于看好上海家化及其所在行业的长期发展前景，中国平安人寿全资子公司上海家化集团拟对

公司进行部分要约收购，要约收购价 38.0 元/股；收购前，家化集团及关联方合计持股 32.02%；若要约如期

全部完成，其持股比例上升至 52.02%。拟溢价 18.1%要约收购 20%股权至 52%，彰显平安提升家化控股权

的强烈意愿。行业前景、标的稀缺性、公司拐点、集团定位四大原因共促本次要约收购，短期利好兑现。中期

催化剂：从历史操作情况看，不排除会推出股权激励；长期看，家化有望通过资产注入或自主并购成为平安大

消费平台。目标价 43 元，建议关注。 

其他摘要 

汽车行业 — 新能源持续高增长  重卡业绩确定性大    
9 月汽车产、销均符合预期，同比分别增长 5.5%和 5.7%，新能源汽车持续高增长。看好新能源整车和零部件

的投资机会。新能源乘用车重点推荐：江淮汽车 (600418 CH)、比亚迪 (002594 CH)、上汽集团 (600104 

CH)；新能源客车重点推荐：宇通客车 (600066 CH)、金龙汽车 (600686 CH)；电动物流车：中通客车 

(000957 CH)、东风汽车 (600006 CH)；新能源零部件重点推荐：宁波华翔 (002048 CH)、松芝股份 (002454 

CH)、兴民智通 (002355 CH)。 

铁汉生态 (300197 CH; 14.14 元; 目标价: 18.78 元) 

前三季度业绩预增 50%-80%  订单持续发力    
铁汉生态预计 1-9 月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3 亿-5.2 亿元，同比增长 50%-80%，超市场预期。公司

三季度业绩高增主要受益于该季利润预增 47%-125%。我们预计三季报业绩增速达 65%-70%，好于预期。公

私合作 (PPP) 订单质、量齐升，业绩确定性较强。多渠道融资资金充沛，员工持股完成叠加期权激励彰显公

司对未来发展信心。目标价 1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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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