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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 — 强外需叠加低基数  出口增速远超预期 
在新兴市场的强劲需求下，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大增，叠加低基数影响，2 月出口增速远超预期；而受价

格波动影响，主要大宗商品进口表现参差不齐，2 月进口总体小幅回落。总的来说，虽然受到贸易保护影响，

但今年外需总体不弱，中国经济受到全球周期带动，经济韧性仍在。目前债市仍属短期交易机会，趋势仍未转

变。 

农林牧渔行业 — 如何看待动保行业潜力与变化    
养殖结构变革、叠加 2018 年生猪养殖产能释放，高端市场苗有望迎快速增长。我们重点推荐疫苗双雄生物股

份 (600201 CH)、中牧股份 (600195 CH)。其中，生物股份作为口蹄疫苗龙头，产品力、渠道力壁垒高，业绩

确定性强，目前仅 23 倍市盈率，建议关注；中牧股份口蹄疫苗质量已经市场验证，预期后续上量将加速，目

前仅 19 倍市盈率，建议关注。 

大华股份 (002236 CH; 28.4 元; 目标价: 32.1 元) 
解决方案放量  内外部管控进一步加强    
大华股份 2017 年实现营收 188.44 亿元，同比升 41.38%。营收增速创近三年新高，升受益于安防业高景气，

尤其是视频监控需求上升与智慧城市、平安城市、雪亮工程等带动。2017 年公司智慧物联业务边界拓展，解

决方案占比上升，人工智能进展加速，我们预计公司未来仍有 30%的增长空间，继续看好其在安防业的龙头

地位，并关注新管理层改革为公司注入的新鲜动力。微调 2018-2020 年每股盈利预测至 1.07/1.40/1.81 元，给

予该股 2018 年预期市盈率 30 倍的估值，对应目标价 32.1 元。建议关注。 

维格娜丝 (603518 CH; 25.5 元; 目标价: 30.24 元) 
主品牌/TW 双线复苏  期待多元融资/规模效益业绩弹性    
维格娜丝 2017 年实现收入 25.64 亿元，同增 244.50%；净利润 1.90 亿元，同增 89.32%。公司拟每 10 股派

息 1.58 元 (含税)。主品牌和 TW 双线复苏未来有望延续，定增优化财务表现，有望通过多元融资进一步降低

财务费用。在两大品牌持续复苏和收入增长的背景下，财务费用率可能降低，利润更具弹性。在不考虑财务费

用进一步减少的情况下，我们维持 2018 年每股盈利 1.68 元的预期，将 2019 年预期上调至 1.96 元，新增

2020 年预期 2.20 元。上调目标价至 30.24 元，对应 2018 年预期市盈率 18 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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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