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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行业 — 千亿市场待开辟  OLED 材料掀浪潮 
OLED 终端材料市场高速成长，从百亿增长至千亿量级，多重因素驱动下，国内企业有望从低端的 OLED 中间

体、粗品领域切入至终端材料领域。我们预计随着 OLED 面板在手机 (2018 年 28.3%→2020 年 43.1%) 和电

视终端 (2018 年 1.1%→2020 年 3.9%) 的渗透率不断提升，OLED 材料的市场规模快速扩大。国产替代下，龙

头公司有望受益。 

房地产行业 — 融资趋松  回款挑战    
2019 年的房地产市场销售低位起步，尤其三四线城市销售情势很差。按揭贷款利率温和下降，只能推动少数

城市市场复苏。不过，流动性充裕的确使开发企业融资趋松，压低很多地产公司估值的资产负债表顾虑大大下

降。我们推荐地产蓝筹，重点推荐招商蛇口 (001979 CH) 等高确定性投资机会。 

其他摘要 

隧道股份 (600820 CH; 7.02 元; 目标价: 8.4 元) — 理顺激励机制  受益轨交景气    
隧道股份是上海城建集团旗下唯一上市平台，也是中国软土隧道工程的开拓者与领军者。轨交行业未来三年

CAGR 预计达 18%，隧道股份可受益上海等区域近期轨交规划的密集批复且持续性更优，我们预计 2019-20

年公司新签订单增速企稳回升，叠加激励机制理顺和在手订单充裕，业绩将保持稳增。预测公司 2018/19/20

年 EPS 为 0.64/0.70/0.78 元，给予公司 2019 年 12 倍 PE，对应目标价 8.4 元，建议关注。 

四维图新 (002405 CH; 19.61 元) — 高精地图斩获大厂首单  全新业务版图渐露曙光    
四维图新 2 月 12 号公告与宝马 (中国) 签署了自动驾驶地图及相关服务的许可协议，将为其在中国销售的

2021-24 年量产上市的宝马集团所属品牌汽车提供 Level 3 及以上自动驾驶地图产品和相关服务。中期看，我

们预计公司在 2018-19 年将迎来导航业务增速的调整，车联网、芯片、智能驾驶业务将支撑其新的成长空间，

公司在 2020 年有望通过高精地图业务进一步明确新商业模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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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