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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电行业 2018 年下半年投资策略 — 新品扩容  智能转型    
消费升级叠加智能化转型，建议关注三条主线：(1) 量价稳健增长，开启智能化转型的白电龙头，如美的集团

(000333 CH)、青岛海尔 (600690 CH)、格力电器 (000651 CH) 等；(2) 消费升级提升渗透率，去年三四线地

产高景气提升弹性的厨电、小家电新品类，如浙江美大 (002677 CH)、华帝股份 (002035 CH)、欧普照明

(603515 CH)、奥佳华 (002614 CH)、老板电器 (002508 CH) 等；(3) 面板扩容降成本，世界杯来临提需求，

盈利能力改善的黑电。 

食品饮料行业 2018 年下半年投资策略 — 低线之春  涨价秋实    
建议关注：(1) 解答高端白酒远虑，关注大众白酒板块性机遇，推荐洋河股份 (002304 CH) 等；(2) 把握已涨

价品种涨价红利兑现期，前瞻有望涨价品种，推荐重庆啤酒 (600132 CH) 等；(3) 把握中等市值成长白马的战

略性机遇，除主线二提到的之外关注桃李面包 (603866 CH) 等。(4) 关注低线全面回暖，推荐顺鑫农业

(000860 CH) 等。 

计算机行业 2018 年下半年投资策略 
拥抱核心科技主题  信守边缘计算成长    
目前板块估值水平逐步上移至 60 倍水平，考虑到行业未来三年 20%左右的盈利复合增长预期，整体安全边际

略有下降。从配置角度看，我们建议关注竞争优势明确，产品形态可见，研发投入稳定的龙头公司，结合主题

方向，建议关注受益大健康、工业互联、信息安全与自主可控行业龙头公司。在自主可控方向，建议关注浪潮

信息 (000977 CH)、航天信息 (600271 CH) 等；在政务云与数据经济方向，建议关注华宇软件 (300271 

CH)、广联达 (002410 CH)、新大陆 (000997 CH) 等；在 “医疗互联网+” 方向，建议关注卫宁健康 (300253 

CH) 等；在信息安全方向，建议关注启明星辰 (002439 CH)、美亚柏科 (300188 CH) 等；在工业互联方向：

关注用友网络 (600588 CH)、汉得信息 (300170 CH) 等。 

汽车行业 2018 年下半年投资策略 — 开放竞争分化  电动智能未来    
汽车行业总量保持 2%左右增长，行业开放是趋势，优质整车、供应链企业在电动、智能方向市场空间广阔。

重点推荐国内优质企业，尤其在电动、智能方面具有领先优势和布局的：上汽集团 (600104 CH)、华域汽车

(600741 CH)、潍柴动力 (000338 CH)、比亚迪 (002594 CH)、长城汽车 (601633 CH)、保隆科技 (603197 

CH)、银轮股份 (00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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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