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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能手机行业 — 相机升级是否放缓?    
建议关注：舜宇光学 (2382 HK; 119 元; 目标价: 154.8 元); 丘钛科技 (1478 HK; 10.58 元; 目标价: 14 元) 

得益于顶级品牌增加采用，智能手机双镜头出货量于 2017 年四季度达到 1.12 亿台 (环比/同比增长

76%/170%)。智能手机双摄像头渗透率已经加速，2017 年四季度达到 29%，高于 2017 年三季度的 17%;而中

国智能手机的采用率为 33%。智能手机品牌倾向于将其 1,300 万像素镜头升级为双镜头，而不是 1,600 万像素

以上的单镜头。我们预计这趋势将延续，预计到 2020 年双镜头普及率可能超过 50%，因此建议投资者关注舜

宇光学及丘钛科技。 

 

中国财险 (2328 HK; 14.74 元; 目标价: 19.4 元)  
收紧意外伤害保险产品监管    
中国保监会的最新调查涵盖 19 家财产和意外伤害保险公司。在接受审查的 3,900 产品中，当中超过 1,600 或

42%的产品被发现存在问题。许多公司被要求将有问题的产品下架，并在三个月内不能提交新产品。虽然清理

工作对利润率有利，但将损害保费增长和投资者情绪。虽然我们认为收紧监管可能对中国财险的短期投资气氛

有影响，但仍建议继续关注，因公司销售额仍在增长，且综合赔付率(combined ratio) 将保持良好势头。相对于

人寿保险，尽管增速放缓，财产保险的销售额仍在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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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