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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会议 — 未来是否持续鸽派加息？ 
2017 年 12 月 12-13 日美联储货币会议宣布上调基准利率 25 个基点，至 1.25-1.50%区间，并继续实施渐进式

缩表计划，同时公布了最新的经济和利率预测。美联储宣布年内第三次加息，对此市场预期充分。从会后声

明、联储对未来通胀和利率预测来看，本次会议释放的信号较前次会议更加鸽派。税改的最终版本尚未落地，

2018 年 3 月美联储会议可能会对税改效有更全面的评估和讨论，进而影响货币政策路径。 

三七互娱 (002555 CH; 21.58 元; 目标价: 30.6 元) 
页转手时代流量巨头    
作为页游市场的后发者，三七互娱凭借其出色的自研能力、质量把控能力、以及强大推广发行和流量运营能

力，短短两年间跻身页游发行商前二。公司以 “产品+买量” 打法带入手游，“页转手” 大获成功。考虑到公司重

磅产品或于 2018 年释放业绩，2018 手游大作集中上线，超越《永恒纪元》爆款可期。基于 2018 年上线产品

亮眼业绩以及后期手游业务 20%以上持续增速的预期，我们给予该股 2018 年 30 倍市盈率，上调目标价至

30.6 元，建议投资者积极把握。 

其他摘要 

化工行业 — 整合持续  需求改善  农药行业持续回暖    
我们认为在专利过期高峰的背景下，内地农业行业需求转暖，供给端则在环保驱动下加速出清，龙头份额持续

提升。预计未来行业景气度持续提升，各个农药产品价格大概率继续向上，具有先进产能和新产品研发优势的

龙头企业将受益。重点推荐江山股份 (600389 CH)、辉丰股份 (002496 CH)、红太阳 (000525 CH)、扬农化工

(600486 CH)、中旗股份 (300575 CH)、长青股份 (002391 CH)。 

华友钴业 (603799 CH; 87.69 元) — 持续扩张强化钴资源战略布局    
华友钴业公告以 5,006 万人民币认购澳大利亚 Nzuri Copper Limited (NZC) 39,888,313 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14.76%，认购价格 0.2507 澳元，交易完成后，华友将成为 NZC 第二大股东。公司上控资源再下一城，钴权

益储量进一步增加。华友钴业具备资源优势，目标资源自给率达到 50%以上，钴价长周期上行将持续催化公

司的盈利弹性，建议关注。 

桂冠电力 (600236 CH; 5.43 元; 目标价: 7.3 元) — 优化资源配置  水电价值低估    
桂冠电力公告，以公开挂牌方式转让广西百色银海铝业有限责任公司 27.592%股权。我们认为铝业股权处

置，减少无效资产。若成功以挂牌底价处理该项资产，资产处置收益对应盈利贡献约 6,000 万元，同时可年减

亏约 5,000 万元。资产优化推进，剩余水电资产约 100 万千瓦小时有望注入。目标价 7.3 元，建议关注。 

家家悦 (603708 CH; 19.61 元; 目标价: 23 元) — 受让青岛维客连锁 51%股权  扩张提速    
家家悦拟以自有资金 3.4 亿元受让维客连锁 51%股权，股权估值对应 0.3 倍市销率；抢占山东消费高地，卡位

物流资源，注资开启高速扩张之路；并购、自主展店双管齐下，由山东龙头向泛区域龙头迈进。目标价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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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