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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 — 基数扰动通胀  价格实则上涨 
国家统计局发布 9 月价格数据，9 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1.6%，前值 1.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指数同比上涨 6.9%，前值 6.3%。通胀受基数扰动，同比小幅下行，但实际上价格均出现上涨，工业品价格同

比超预期上升，环保限制因素仍然存在，供需仍在寻找新平衡。价格上涨逻辑未变，价格传导依然受阻。 

厦门钨业 (600549 CH; 31.39 元; 目标价: 38 元) 
正极材料接力钨主业  依旧看好全年业绩    
厦门钨业前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88 亿元，同比增加 283.9%，三季度当季实现净利润 1.35

亿元，环比下降 58.1%，公司各项业务盈利良好，其中锂电池材料盈利能力大幅增长，钨矿山及深加工部分产

销两旺，盈利稳定增长，归母净利润下降主要是公司业务规模扩张，相应三费和资产减值损失增加造成的。我

们仍看好公司全年业绩。目标价格 38 元，建议关注。 

其他摘要 

航空机场行业 — 三大航运力提速  客座下滑  上机增速回稳    
2017 年 9 月份，上海机场业务量增速回升，白云机场及深圳机场增长稳健；三大航整体客座率下滑，预计与

下半年以来飞机净增数显著增加、运力均有提速相关；民营航企春秋航空及吉祥航空客座率均有提升，主要得

益于国际线边际大幅改善，建议关注自身基本面步入拐点、预计明年业绩确定改善增长的春秋航空 (60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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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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的看法；(ii) 该分析师所得报酬的任何组成部分无论是在过去、现在及将来均不会直接或间接地与研究报告所表述的具体建议或观点相联系。 

评级说明 
投资建议的评级标准 

报告中投资建议所涉及的评级分为股票评级和行业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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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级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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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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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主体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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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不同司法管辖区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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