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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行业 2018 年下半年投资策略 — 供给侧改革重塑行业格局    
下半年有望看到期权业务重启、独角兽回归、A 股纳入 MSCI 和 H 股全流通等市场改革为券商带来的业务机

会，但是在市场中性假设下，行业整体难有持续超额收益。随着监管环境变化、投资者结构成熟和业务创新差

距加大，证券业供给侧改革将重塑行业格局，中国证券行业强者恒强的时代正在来临，这也是券商板块中长期

的选股逻辑，建议关注在新周期中处于竞争优势的华泰证券 (601688 CH)。 

煤炭行业 2018 年下半年投资策略— 悲观渐逝  估值提升    
基本面预期改善将成为行情引擎。经济在下半年回暖概率大，同时煤炭行业产能周期未到，预计产量增速今年

虽略高于去年，但 2019-20 年会下降，中期供给并不会大幅扩张。预计煤价可维持高位，龙头上市公司的盈利

稳定性也将进一步增强，建议逐步逢低适时增配煤炭股。个股沿三条主线选择：受益于国企改革的龙头，如阳

泉煤业 (600348 CH)、潞安环能 (601699 CH)；长期产能有扩张的绩优公司，如陕西煤业 (601225 CH)；以及

新增产量集中释放的兖州煤业 (600188 CH)。 

交通运输行业 2018 年下半年投资策略 
定价重构航空铁路迎双击  低线消费助力快递新周期    
出行消费升级推动价格重构，航空、铁路价格中枢或上移。受益定位低线消费的电商拼多多崛起，快递业务量

增速或止跌回升。根据业绩增长与估值相匹配的标准筛选交运上市公司，结合行业龙头、具有一定垄断优势、

稳健增长、确定性等标准，我们重点推荐：广深铁路 (601333 CH)、大秦铁路 (601006 CH)、中国国航

(601111 CH)、东方航空 (600115 CH)、春秋航空 (601021 CH)、德邦股份 (603056 CH)、顺丰控股 (002352 

CH)。 

化工行业 2018 年下半年投资策略 — 关注供需再平衡  掘金成长新风口 
下半年化工行业分化将继续加大。周期角度，主要关注上下游分化 (价格传导至下游及供需格局改善) 与行业

内部分化 (龙头企业依赖规范性和规模效应实现超额收益)：重点关注农药、有机硅行业；成长角度：主要关注

国家大力推动且新需求爆发的新型农业服务模式，受益于政策长期推动新能源汽车需求及竞争加剧后，龙头优

势突出的锂电池主材及 “大基金” 引领和国产化替代背景下的电子化学品。 

其他摘要 

宏观经济 — 猪价拖累通胀  未来上升趋势不变 

2018 年 4 月內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增长 1.8%，前值 2.1%，显著不及预期。从成因来看，猪价继

续低迷，成为拖累食品价格及整体通胀的主要因素。再通胀对基本面和资本市场的影响仍未结束，油价对 CPI

的支撑将在未来逐渐显现。我们维持 CPI 全年同比上涨 2.4%-2.5%的判断预计。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

比全年均值为 3.5%左右，将对工业企业盈利的扩张形成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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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