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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 — 宏观政策微调缓冲外需不确定 
2018 年 6 月份，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 6.0%，比 5 月份回落 0.8 个百分点；1-6 月份，全国

固定资产投资 (不含农户) 同比增长 6%，增速比 1-5 月份回落 0.1 个百分点；1-6 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同比名义增长 9.7%，增速比 1-5 月份回落 0.5 个百分点；6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 9.0%，

比 5 月份回升 0.5 个百分点。我们预期下半年基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拖累将边际放缓。固定资产投资结构优化

明显，6%左右将是未来半年至一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底部位置。汽车减税政策对销售积极影响将会显现，

下半年消费增速不必过度悲观。“信用扩张偏弱” 和美国 “加征关税” 对下半年经济带来负面影响。下半年宏观政

策将作出微调。 

房地产行业 — 上半年行业数据和预期的背离    
2018 年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55,531 亿元，同比名义增长 9.7%，增速比 1-5 月份回落 0.5 个百分

点。总体而言，开发投资增长较快。房地产投资维持高增长，土地市场对于开发投资产生积极贡献，土地出让

持续走高也伴随着新开工走高。展望下半年，随着企业资金成本的提高，开发投资增速应略有回落。但我们预

计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仍将保持 5%-10%的增长；按揭贷款利率基本平稳，政策维持稳定。总体来看，热

销仍将持续，全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额能维持正增长。当前政策带来的热销和房价稳定，从基本面角度是可以接

受的。我们不认为未来政策将出现较大反复。当前，板块蓝筹估值合理，是中长期价值投资者介入的机会。我

们推荐招商蛇口 (001979 CH)、华夏幸福 (600340 CH)、华侨城 (000069 CH) 等公司。 

其他摘要 

厦门钨业 (600549 CH; 15.24 元; 目标价: 24.8 元) — 钨主业盈利能力提升 锂电材料产销持续增   

2018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收 86.6 亿元，同比增长 40.2%，实现归母净利润 3.34 亿元，同比下降 26.3%，扣

非归母净利润 2.42 亿元，较去年同期下滑 39.8%，业绩符合预期。公司核心业务快速发展，2018 年公司业绩

有望进一步释放。综合公司产能扩张、深加工材料以及海外收入占比的提升，目标价格 24.8 元，建议关注。 

招商蛇口 (001979 CH; 17.75 元; 目标价: 28.35 元) — 业绩兑现高增长  整售收益可持续    

2018 年上半年，招商蛇口归母净利润约为 68-70 亿元，上年同期为 36 亿元，同比增长 89%-94%，业绩实现

高增长。我们认为，与一般企业不同，招商蛇口可出让的商业地产资源十分丰富，资产整体转让也可以视为持

续的收益。公司的价值来自于几个层面，即公司存量资源的丰厚价值，重估资产净值达到 33.38 元/股；公司

前港中区后城模式在深圳、漳州、上海、武汉、粤东、湛江等地不断复制，从而确保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可能

性；公司作为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央企，在整合、复制和扩张方面有广泛潜力，目标价 28.35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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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