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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2 月经济增长数据 — 经济周期回暖终将照进现实 
2018 年 1-2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 7.2%， 较 2017 年 12 月份加快 1 个百分点；全国固定

资产投资 (不含农户) 44,626 亿元，同比增长 7.9%，增速比 2017 年全年提高 0.7 个百分点。全球需求回暖将

会拉动全球贸易持续回升.全球大工业周期回暖和中国政策变化促使采矿业和制造业等周期性行业资本开支回

暖。2018 年中国经济增长仍然平稳,不存在 GDP 增速持续回落压力。 

动力电池回收行业 — 报废高峰将至 市场爆发在即 
预计到 2020 年回收市场将进入大规模放量阶段，回收量将超过 20GWH，2022 年动力电池回收量将达到

53GWH (以含金属价值量计，市场规模将突破百亿元)。随着回收需求的爆发，政策的规范以及行业龙头的不

断布局，动力电池回收的市场即将打开，看好具备先发布局优势以及回收渠道优势的电池材料厂商，通过与整

车厂、电池厂合作，打造电池材料再生利用的循环产业链。我们预期动力电池回收行业将强大于市。 

交通运输快递行业  
2018 年 2 月数据: 累计增速超 30% 龙头快递财报亮丽    
农历日同比数据显示 2018 年春假业务量同增 30%以上，行业成长依旧；单票收入方面，同比因春假影响出现

大幅上涨。通达系快递公司 2018 年市盈率处在 20 倍左右水平，估值水平较低，且龙头快递利润仍快速增

长，推荐关注中通快递 (ZTO US)、顺丰控股 (002352 CH)、圆通速递 (600233 CH) 及其他高增长优质快递公

司。 

天虹股份 (002419 CH; 19.6 元; 目标价: 24 元)  
变革成效显现 2018 厚积薄发    
天虹股份聚焦商业本质“商品与体验”，通过全方位变革成就全国性全渠道、综合业态零售商，进入业绩收获

期。员工持股计划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并购、互联网龙头深度合作等为公司潜在股价催化剂。上调盈利

预测，维持 24 元目标价。建议关注。 

中国卫星 (600118 CH; 21.48 元; 目标价: 25 元) 
主营业务有望受益于航天强国建设    
科研项目顺利推进。中国卫星拥有航天核心技术积累和大量的高科技人才储备，报告期内公司费用化研发支出

5,960 万元，资本化研发支出 2,812 万元。北斗导航与卫星通信结合设备原理样机已完成研制工作；城市基础

空间信息二次开发软件项目推进顺利。若研发项目成功投产，公司盈利能力有望得到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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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