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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股市场策略 — 反弹中有反复 
对中美贸易战升级的担忧是市场调整的直接诱因。美国的政策执行要考虑到微观制约和中国进一步反制，落地

难度很高。随着投资者对中美冲突最终执行的认知和预期纠偏，事件的冲击最终也仅是情绪上的，这只是反弹

当中的小反复而已，我们依然对本轮 A 股反弹行情保持乐观。 

其他摘要 

通信行业 — 光棒光纤反倾销政策延续的影响 
商务部公告自 2018 年 7 月 11 日起，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征收最高 78.2%反倾销税。自

2018 年 7 月 11 日起，对原产于日本、美国的进口光纤预制棒继续征收反倾销税，实施期限五年。光纤部分反

倾销力度加大，对美国企业影响巨大，对国内光纤市场影响不大。光棒反倾销政策继续，利好国内光纤光缆龙

头企业。 

化工行业 — 关税对化工行业影响几何？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USTR 按照美国总统川普此前的指示，公布了对从中国进口的 6,031 种共约 2,000 亿美元

商品加征 10%关税的商品清单，限制清单目前已几乎涉及全部化工产品。我们认为此次名单对国内化工直接

影响有限。主要是由于：(1) 名单以一些相对低附加值的产品为主，大部分产品价格较低，出口美国量较小且

不经济；(2) 对美国出口量大且美国国内自给率低的产品未列入。此外，国内环保高压仍将推动化工行业去产

能，我们判断行业仍将处在景气高位，龙头份额将进一步提升。 

汽车行业 — 6 月总销量平稳  新能源靓丽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 2018 年 6 月份汽车产销，汽车总量同比增长 4.8%，上半年累计同比升 5.6%，符合预

期。新能源汽车方面，继 5 月份产销量高增长之后，6 月产销量分别为 8.6 万辆和 8.4 万辆，同比增长保持较

强，分别为 31.7%和 42.9%。汽车行业总量继续平稳增长，行业开放大势所趋，但在电动、智能的技术变革

下，优质整车、供应链企业将拥有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重点推荐：上汽集团 (600104 CH)、比亚迪 (002594

CH)、宁德时代 (300750 CH)、银轮股份 (002126 CH)、潍柴动力 (000338 CH)、华域汽车 (600741 CH)、宇

通客车 (600066 CH)、保隆科技 (603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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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