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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股市场策略 — 7 月反弹正式开启 
我们维持市场将出现持续且可参与的超跌反弹机会的观点。一些机构持仓较轻、前期调整充分但是市场空间足

够大的成长板块更适合作为反弹行情中的进攻品种，建议关注工业自动化、SaaS、网络安全和北斗导航，同

时一些前期调整充分且预期非常低的板块有配置机会，建议关注银行、保险和消费电子。 

三友化工 (600409 CH; 7.98 元; 目标价: 16.3 元) 
二季增长稳健符合预期  继续看好长期业绩攀升    
三友化工公告，预计 2018 年上半年实现归母净利较去年同期增加 2.08 亿元左右 (同比增长 21.60%)，归母扣

非净利较去年同期增加 2.25 亿元左右 (同比增长 24%)。公司主营产品所在子行业均受到国内严环保大环境的

持续挤压，产品价格有望长期维持较高水平；同时，棉花供应紧缺也将推动粘胶短纤价格中枢上调，我们长期

看好公司在上述逻辑下业绩保持稳健增长。维持 2018/19/20 年净利润分别为 18.50/23.26/27.89 亿元的预测，

对应每股盈利 0.90/1.13/1.35 元，维持 2018 年 18 倍市盈率和 16.3 元的目标价，建议关注。  

生物股份 (600201 CH; 14.35 元; 目标价: 19 元) 
猪 O-A 苗生产获批  下半年销售提速    
生物股份日前公告，公司与兰研所、中农威特、申联生物合作研发的的猪口蹄疫 OA 二价苗获得兽药产品批准

文号批件。生产文号获批，下半年销售有望提振。然而，行业长期受规模化进程推进量价向好，但短期受养殖

低迷拖累市场苗的渗透率，我们下调盈利预测。原预计 2018/19/20 年每股盈利分别为 1.18/1.44/1.77 元，现

调低至 0.86/1/1.28 元 (考虑到送股)。由于大盘估值中枢整体下移，我们的目标价降低至 19 元，但仍建议关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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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