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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 — 外需主导出口增长将持续  
2018 年 4 月份內地出口金额 (美元口径) 增长 12.9%，较 3 月份的-2.7%增加了 15.6 个百分点，大幅超出市场

预期的 7.3%，但基本符合我们预期。2018 年 4 月进出口增速大幅回升，外贸增长仍值得期待。从出口来看，

我们认为外需回暖是出口超预期的主要因素。同时中美贸易争端对 4 月份的出口影响有限，出口增长依然由全

球基本面向好驱动。进口增长主要受益于国内需求回暖导致的工业生产扩张。总体上仍维持今年出口增长 8%-

10%和进口增长 10%的判断。 

房地产行业 2018 年下半年投资策略 
景气长久  两条路径应对盈利能力挑战    
在稳定的市场运行背景之下，地产板块估值具备吸引力。我们建议投资者重点看好在限价环境下可以保持盈利

能力稳定的公司，包括可以在一二线城市凭借良好空间开发经营控制地价的公司，以及有能力在三四线城市广

泛无瑕疵布局的公司。推荐招商蛇口 (001979 CH)、新城控股 (601155 CH)、华侨城 (000069 CH) 和中南建

设 (000961 CH)。  

保险行业 2018 年下半年投资策略 
期待复制友邦的长期上涨逻辑    
展望未来一年，长端利率大幅下行的风险不大，保单销售正逐步恢复增长，未来有望复制友邦的长期上涨逻

辑，预计未来一年持有保险股将分享 15%-20%的集团 EV 增长。个股方面，重点关注队伍实力较强，保单销

售数据较早改善，且全年增长较为确定的中国太保 (601601 CH)。  

电子行业 2018 年下半年投资策略 — 守望价值  挖掘成长    
基于对当前产业周期和市场环境的判断，建议 2018 年重点关注消费电子、半导体、汽车电子等领域的白马及

低估值成长品种。建议关注白马组合：立讯精密 (002475 CH)、欧菲科技 (002456 CH)、三安光电 (600703

CH)、海康威视 (002415 CH)；进取组合：兆易创新 (603986 CH)、纳思达 (002180 CH)、扬杰科技 (300373

CH)、智云股份 (300097 CH)。  

建筑行业 2018 年下半年投资策略 
莫为浮云遮望眼  大浪淘沙始见金    
公私合營 (PPP) 行业全面规范，将要求企业更加强调企业的全生命周期综合管理能力。因此行业本身内生发

展已到了集中度进一步提升的阶段，续推央企和民企龙头。公装料将持续复苏，酒店、民生公共空间增速有望

继续超越整体。其中酒店装饰未来五年有望贡献 1.4 万亿新增市场。推荐装饰两者兼有的龙头企业金螳螂

(002081 CH)、广田集团 (002482 CH)。  

其他摘要 

食品饮料行业 — 四维逻辑看大众酒的板块性机遇    

大众白酒多数公司 2017 年报季报业绩超预期，反映业绩改善向好趋势，核心驱动来自低线回暖、消费升级和

龙头渠道深耕、以及外埠拓张。大众白酒此前预期相对较低，目前估值在 23 倍，低于整体白酒板块的 27 倍，

积极关注板块机遇，推荐洋河股份 (002304 CH)、口子窖 (603589 CH)、顺鑫农业 (000860 CH)、古井贡酒

(000596 CH)、今世缘 (603369 CH)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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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