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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行业 — 坚定看好配置价值  云+AI+安全将成三大方向    
行业政策与市场层面共振，计算机白马股涨幅明显。行业层面，信息基础设施投入加大，支撑行业景气度持续

提升。政策层面，适度开放的基础上，进一步着力支撑软件等国产科技领域产业发展壮大。市场层面，科技成

长作为核心投资方向，科创板将带来分化。我们坚定看好计算机作为科技核心方向的配置价值，认为 “云+AI+
安全有望成为年内三大投资方向”。重点关注用友网络 (600588 CH)、浪潮信息 (000977 CH)、科大讯飞 
(002230 CH) 等核心科技白马。 

其他摘要 

老板电器 (002508 CH; 29.94 元) — 底部已现  进入改善周期    
老板电器一季报扣非净利润环比改善 28 个百分点，超预期。地产回暖逐步兑现，有望带动公司 2019 全年前低

后高走势。在行业低景气阶段，公司积极补短板，加大研发投入，预计去年四季度研发费用增速高于收入增

速。公司是厨电行业龙头，短期受行业影响销量承压，但底部已过，并且多元化+三四线市场布局稳步推进，

建议关注。 

温氏股份 (300498 CH; 42.08 元; 目标价: 56 元) — 出栏增长稳健  生猪养殖短期微亏    
生猪养殖短期低迷，2019 年一季度微亏 4.6 亿元。考虑到母猪存栏自 2018 年 4 月起加速下滑，生猪养殖上市

公司的出栏增速自 3 月起均显著放缓，预计供给收缩已兑现至生猪端，预计猪价从 4 月份起迎来新一波快涨。

年内高价可能突破 20 元/公斤的水平，周期高价或超过 25/公斤，公司有望充分受益于猪价大周期。行业产能

去化有望拉动猪周期反转，公司成本优势明显、扩张确定性高，盈利弹性有望释放。目标价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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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