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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股市场策略 — MSCI 纳入 A 股股票池确定  5 月底生效 
MSCI 于北京时间 5 月 15 日凌晨公布半年度指数调整结果。对此我们点评如下：A 股纳入 MSCI 的节奏并未超

市场预期；短期资金流入利好 A 股；海外资金配置角度，未来短期内大市值公司占比较多的金融和消费类板块

受益最为明显；需要注意 A 股停牌对纳入 MSCI 的影响。 

石油石化行业 2018 年下半年投资策略 
油价上涨增压力  产业升级提估值    
内在盈利提升+估值提升，建议关注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受益，以及估值存在修复空间的标的。主要包括：

1) 炼化产业结构升级中占领先机的三大聚酯龙头企业恒力股份 (600346 CH)、荣盛石化 (002493 CH)，丙烯酸

及酯龙头卫星石化 (002648 CH)、LNG 接收站市场民营先行者广汇能源 (600256 CH)；2) 估值存在修复空间

的中国石化 (600028 CH) 等。 

航天军工行业 2018 年下半年投资策略 
行业基本面显著改善  聚焦改革主题    
在军费投入增速回升、军改逐步完成招标及订单恢复的背景下，2018 年行业基本面显著改善，估计行业主要

公司军品增速恢复至 20%-30%以上增长，看好全年行业表现；下半年定价机制改革、军工领域国企改革及整

合、事业单位改革的阶段性进展等有望带来阶段性超额收益机会，建议在增加全行业配置比例的基础上阶段性

布局各项改革对应标的。建议重点关注中直股份 (600038 CH)、航发动力 (600893 CH)、中航飞机 (000768

CH)、中航光电 (002179 CH)、中航机电 (002013 CH)、四创电子 (600990 CH) 等。 

环保行业 2018 年中期投资策略 
三大变化引领边际改善  国际经验彰显运营价值    
建议优选在手运营资产丰富、估值具备安全边际、拥有综合竞争实力且具有边际变化的龙头公司，推荐龙马环

卫 (603686 CH)、碧水源 (300070 CH) 等。综合考虑到工业环保的成长空间、政策受益程度、订单释放确定

性等方面，大气治理领域推荐清新环境 (002573 CH)，工业水领域推荐国祯环保 (300388 CH)，危废领域推荐

东江环保 (002672 CH)，监测领域推荐聚光科技 (300203 CH)。 

餐饮旅游行业 2018 年下半年投资策略 — 多花齐放  配置优质资产    
目前来看，板块确实呈现龙头继续强势、低估多花齐放表现。下半年我们继续维持年度策略的观点。在良好的

基本面和高确定性的成长预期下，板块龙头企业持续配置价值显著：建议坚守中国国旅 (601888 CH)、中青旅

(600138 CH) 及酒店龙头首旅酒店 (600258 CH)、锦江股份 (600754 CH)。同时，我们认为处于估值低位的宋

城演艺 (300144 CH)、出境板块的众信旅游 (002707 CH)、凯撒旅游 (000796 CH)、腾邦国际 (300178

CH)]、拐点预期较强、市值较小的三特索道 (002159 CH) 存在较强的估值修复机会，建议积极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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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