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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之光伏行业 — 美国减税变相降补贴  部分公司错杀现机会 
2017 年 12 月 2 日，美国参议院通过减税方案，将联邦企业所得税率从目前的 35%大幅降至 20%，同时包括

一项针对新能源税收折扣的规定：“基础侵蚀反滥用税” (The Base Erosion Anti-Abuse Tax，BEAT)。BEAT 规

定美国之外经营的公司将不再能使用新能源项目的税收减免 (Tax credit)。此举对美国国内光伏需求可能有毁

灭性打击，但对全球总量影响仅约 5%，市场反应过度，错杀现良机。 

安琪酵母 (600298 CH; 32.39 元; 目标价:40 元) 
量价齐升 成本下降    
从收入端看，酵母行业需求多点开花，公司量价齐升支撑收入维持较快增长，预测 2018 年酵母收入实现约

15%增长，YE 实现 20%以上增长，小包装及海外酵母提价 3%左右，总体收入增长 20%；成本端，上游糖蜜

成本下降是趋势，预计明年南方糖蜜价格仅为 660-670 元/吨，叠加俄罗斯不到 200 元/吨的糖蜜成本，综合成

本下降 6.7%；综上，我们将 2017/18/19 年每股盈利预测分别调高至 1.04/1.43/1.75 元 (原预测为

1.04/1.41/1.69 元)，给予该股 2018 年 28 倍预期市盈率，对应目标价 40 元，建议关注。 

三安光电 (600703 CH; 25.64 元; 目标价:33 元) 
333 亿投资打造全球化合物半导体龙头    
三安光电公告与福建省泉州市人民政府和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政府签署《投资合作协议》，约定公司拟于泉州芯

谷投资 333 亿元，七年内全部项目实现达产，投向高端氮化镓 LED、大功率氮化镓激光器、光通讯器件、射

频滤波器、功率型半导体、特种衬底材料等几大项目。我们上调公司 2017/18/19 年每股盈利预测分别至

0.77/1.1/1.21 元 (原预测为 0.77/0.98/1.2 元)，给予 2018 年 30 倍预期市盈率，对应目标价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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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