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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设备及新能源行业 2018 年下半年投资策略 
加速降本增效  开启风光平价    
建议积极配置高成长光伏板块，把握风电周期反转机会。光伏：(1) 多晶硅 — 持续推荐多晶硅龙头通威股份

(600438 CH)、特变电工 (600089 CH)；(2) 光伏电站 — 推荐正泰电器 (601877 CH)、阳光电源 (300274

CH)。(3) 金刚线 — 推荐三超新材 (300554 CH)；风电 — 推荐风机龙头金风科技 (002202 CH)。 

通信行业 2018 年下半年投资策略 — 5G 连接万物  物联世界    
随着华为、中兴分别受到美国的调查或制裁，国内通信行业的供应链出现较大风险，预计 5G 网络部署周期将

延后，我们对行业看法相对中性。建议重点配置业绩相对稳定的数据中心、行业专网及物联网板块，推荐东软

载波 (300183 CH)、光环新网 (300383 CH)、网宿科技 (300017 CH)、高新兴 (300098 CH) 等；“工业互联网”

和 “北斗” 等主题，推荐中国联通 (600050 CH)、宝信软件 (600845 CH) 等。5G 主题推荐中际旭创 (300308

CH)、光迅科技 (002281 CH)、日海通讯 (002313 CH) 等。 

传媒行业 2018 年下半年投资策略 
时间的纷争  掘金娱乐消费新赛道    
展望 2018 年下半年，我们认为，整体行业基本面与市场偏好依旧弱势，维持对行业的中性看法。伴随着互联

网娱乐方式的多元化发展、传媒板块内部的结构性分化，瞄准优质赛道、精选龙头个股将是全年投资策略的重

中之重。影视领域重点推荐光线传媒 (300251 CH)；游戏领域重点推荐金科文化 (300459 CH)、完美世界

(002624 CH)；传统出版重点推荐新经典 (603096 CH)；广告媒介重点推荐分众传媒 (002027 CH)；在线视频

领域重点推荐快乐购 (300413 CH)。 

其他摘要 

婴童行业 — 童装增长提速及竞争升级  龙头崛起分天下    

看好童装行业景气上行，未来几年是行业龙头品牌崛起的关键时期。建议把握两条投资机会：(1) 专注婴童主

业的童装龙头，推荐森马服饰 (002563 CH)、安奈儿 (002875 CH)；(2) 本身经营扎实的成人装集团，借力切

入崭新的童装市场，完善服装版图，抢占市场份额、拓展市场空间，推荐太平鸟 (603877 CH)、海澜之家

(600398 CH)、安正时尚 (603839 CH)。 

航天军工行业 — 首家生产经营类军工科研院所转制获批  关注院所改制投资机会    

我们从弹性及确定性两个角度综合选择资产注入投资标的，建议关注航天系、电科系标的，重点关注航天电子

(600879 CH)、中国卫星 (600118 CH)、中航机电 (002013 CH)、中航电子 (600372 CH) 等资产注入确定性相

对较高的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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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