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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妆品行业 — 美妆刚需  聚焦营销、渠道、研发强者    
建议三条主线择股：(1) 质地良好，变革推动基本面趋势性向好的公司：产品年轻化成效显著、新品迭出、基

本面趋势性向好的上海家化 (600315 CH)；推荐营销发力、渠道创新—线上及单品牌店快速增长、激励落地的

珀莱雅 (603605 CH)。(2) 推荐整合经销商卡位 CS 渠道、发展独家代理品牌及自有品牌、探索美妆新零售的

青岛金王 (002094 CH)；(3) 受益于化妆品线上渠道快速增长的美妆及相关服务商：卡位互联网、面膜两大成

长赛道，内生与并购共同驱动的御家汇 (300740 CH)。 

其他摘要 

汽车行业 — 严格控制燃油产能新增  积极推动新能源汽车发展    
国家发改委正式就《汽车产业投资管理规定 (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意见稿的核心可以归纳为：严格控

制燃油产能新增，积极推动新能源汽车发展。意见稿显示将明确控制燃油车产能新增，积极推动新能源汽车的

高质量发展，防止行业出现产能过剩和无序发展。未来随着政策落地，汽车行业投资去向和产能布局将逐渐向

优势地区和优势企业倾斜，龙头企业将明显受益。我们认为，汽车行业从 “爆款 SUV” 进入到“爆款新能源”的时

代，2018 年是产品元年，核心看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重点标的：上汽集团 (600104 CH)、比亚迪 (002594 

CH)、银轮股份 (002126 CH)、宁德时代 (300750 CH)、宇通客车 (600066 CH)。  

电力行业 — 二季度弹性值得期待  基本面持续修复可期    
在近期市场弱势下，火电股走势强劲，明显跑赢市场。火电盈利向均值回归，估值修复带来长期配置价值。在

电力需求向好及现货&长协煤价环比均有回落情况下，我们预计火电行业盈利能力将持续修复，火电在二季度

的业绩弹性将体现的更加明显。从中期看，随着火电盈利持续向均值回归，行业基本面修复将带来持续的配置

价值，建议增配火电。经过前期的市场调整，目前 A 股火电板块的配置价值也已经显现，推荐华电国际 

(600027 CH)、大唐电力 (601991 CH)、粤电力 A (000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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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