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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要闻及市场策略：中国6月CPI同比上涨1.9%。中国6月PPI同比上涨4.7%。关注中报行情。



化工行业：神马股份（600810.SH）发布半年度业绩预增公告。兴发集团发布半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生物医药行业：嘉事堂（002462.SZ）发布2018年半年报。



先进制造行业：特斯拉中国工厂将在上海临港落户。贝斯特（300580）发布半年度业绩预告：



TMT行业：2018中国互联网大会于7月10-12日在北京召开。



新股申购：今日无新股申购。



风险提示

宏观经济下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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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要闻及市场策略
宏观要闻


中国 6 月 CPI 同比上涨 1.9%，预期 1.9%，前值 1.8%。中国 6 月 PPI 同比上
涨 4.7%，增速创年内新高，预期 4.5%，前值 4.1%。
时令瓜果和蔬菜大量上市，推动 CPI 环比下降；但受旅游旺季和油价上涨等影

响，非食品项环比上升。PPI 则主要受到采掘、原材料、加工工业等生产资料价格上
涨带动，未来来看，环保督察等继续推进，但需求整体偏弱，供需综合作用下工业品
价格高位震荡，而进一步上行动力有限，且下半年翘尾因素开始下降，PPI 或在三季
度见顶。
货币政策方面，目前国内通胀压力有限，在货币政策目标较为多元的情况下，通
胀的稳定有利于增加货币政策灵活度，我们认为，下半年货币政策仍将保持中性，确
保去杠杆和防风险的进行，与此同时适当微调，以结构性的放松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关注中报行情
近 3 天，沪深两市股指出现探底反弹，权重与题材齐拉升，沪指站上 2800 点整

数关口。随着部分公司半年报的发布，A 股正式进入中报时间，建议关注钢铁、水泥、
化工等业绩持续表现亮眼的行业以及部分细分行业龙头公司。同时，建议战略性布局
医药生物、计算机、电子、国防军工等成长行业机会。债券方面，前期随着二级市场
调整，可转债出现同步回调，作为进可攻退可守的品种，

分析师：张晓春执业证书编号：S0590513090003

A 股策略
大盘回顾
市场

表现及原因

A股

上证指数收涨，录得三连阳；涨价等周期性行业表现较好

港股

香港恒生指数高开低走，小米集团大涨 13%
大势研判

时间

方向

时间

短期

震荡向上

前期调整幅度较大，贸易战缓和，市场走出修复
行情。
行业配置与主题推荐

短期行业超配

电子、计算机、医药生物等创新板块以及钢铁、水泥等涨价
行情

主题推荐

中报行情、涨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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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行业
公司


神马股份（600810.SH）发布半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2018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归母净利润为 3.79 亿元，同比增加 3.29 亿元，增幅为

655%；
其中二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 2.77 亿元，
环比（2018Q1 为 1.02 元）增加 172%。
2018 年上半年 PA66 市场均价为 3.12 万元/吨，相对去年同期增增幅为 38%，二季
度实现均价为 3.25 元/吨，环比增加 2500 元/吨，我们认为随着 PA66 消费旺季（9
月）到来，产品价格还有望继续看涨，维持推荐。



兴发集团发布半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2018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归母净利润 1.8-2 亿元，同比增长 64.18%-82.42%，其

中二季度实现归母净利 1-1.3 亿元，同比增 27%-65%。业绩增长主要系有机硅行业
景气度提升，同时因 2017 年下半年有机硅装置技改扩能顺利完成，公司有机硅单体
产能由 16 万吨/年增加至 20 万吨/年，有机硅产销量较去年同期均有所增加，预计
2018-Q3 实现归母净利 1.4 亿元，维持推荐。

分析师：马群星证书编号：S0590516080001

生物医药行业
公司


嘉事堂（002462.SZ）发布 2018 年半年报。
公司发布 2018 年半年报，上半年实现营收 85.20 亿元，同比增长 30.36%；实

现归母净利润 1.85 亿元，同比增长 29.82%；扣非后归母净利润 1.82 亿元，同比增
长 23.53%，实现基本 EPS 为 0.74 元。同时公司预告 2018 年前三季度实现归母净
利润 2.00-2.60 亿元，同比增长 0-30%。整体业绩符合预期。
二季度增速亮眼，费用率维持稳定：分季度来看，Q2 营收 47.32 亿元（同比
+34.99%），增速较一季度同比的 25.00%显著提升；Q2 归母净利润增速 36.04%，
自 2016Q1 以来首次单季度利润增速高于 35%，显示出良好的边际改善。上半年毛
利率为 9.93%，相比 17H1 有所下滑，我们认为主要受到耗材招标降价的影响。上半
年期间费用率为 4.81%，与去年同期大致相同，其中财务费用率收到近期流动性影响
有所上行，达到 0.96%，但得益于旗下子公司整合效应的体现，公司整体销售费用率
与管理费用率均有所下降，保证公司净利率稳定。
母公司经营表现相对较好，子公司盈利仍受降价影响：拆分业务来看，北京地
区药品流通业务大部分由母公司完成，少量存在于子公司；此外负责药品销售业务的
子公司还包括外省地区的流通以及药店业务，余下子公司则主要是经营高值耗材配送。
3

请务必阅读报告末页的重要声明

晨会纪要

从这一角度来看，18H1 母公司营收 25.12 亿元（+22.78%），其中首钢 GPO 业务
实现收入 3.71 亿元（+16.56%），重回增长通道；已公布经营数据（下同）的药品
子公司共计营收 10.73 亿元（+112.44%），主要是去年下半年并购的成都蓉锦 H1
实现营收 6.20 亿元，净利润 0.12 亿元，增长迅速，均已超过 17 年全年指标；器械
子公司则是新增嘉事同瀚、嘉事商漾和嘉事康达进入并表，18H1 共计实现营收 50.75
亿元（+26.55%）。从对整体净利润的贡献来看，18H1 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1.00 亿元
（+40.69%），主要是 18 年前两个季度毛利率相对于去年同期均有提升，预计随着
阳光招采的深入，公司毛利率仍会随着纯销业务的快速增长而持续改善；药品子公司
上半年贡献净利润合计 0.21 亿元，同比略有下滑；而器械子公司合计贡献 1.02 亿元
（+18.30%），增速较营收增速慢，主要是耗材端招标降价影响所致。
整体而言，公司北京地区分销业务拓展进度符合预期，17 年受到阳光招采影响
三季度成为业绩低点，我们预计今年低基数效应叠加入院配送稳步提升，本块业务将
保持快速增长。高值耗材配送业务尽管受到招标降价影响，毛利率承压，但长期盈利
空间也将趋于稳定，中短期的并购整合带来的营收增长将部分弥补这一影响；当前器
械流通领域迈入整合时期，公司较早进行布局将带来先发优势，叠加四川地区药品流
通飞速增长，综上我们预计公司 2018、2019 年和 2020 年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3.22、
4.01 和 4.97 亿元，EPS 分别为 1.28、1.60 和 1.98 元，对应当前股价 PE 为 16.83、
13.49 和 10.89 倍。公司立足于北京地区医药批发业务，近年来大力扩展全国高值耗
材配送业务，市场空间广阔，目前估值具备较高性价比，给予“推荐”评级。

分析师：汪太森执业证书编号：S0590517110002

先进制造行业
行业


特斯拉中国工厂将在上海临港落户。
特斯拉公司（Tesla）与上海临港管委会、临港集团共同签署了纯电动车项目投

资协议。特斯拉公司将在临港地区独资建设集研发、制造、销售等功能于一体的特斯
拉超级工厂（Gigafactory 3），该项目规划年生产 50 万辆纯电动整车，是上海有史以
来最大的外资制造业项目。
特斯拉中国工厂经过诸多反复后终于落地，这也是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后首个
独资的新能源汽车项目。中期来看，特斯拉工厂建成后势必对国内新能源汽车产生负
面影响。但本土化后，对本土的特斯拉供应商会生产积极的影响，短期内特斯拉产业
链会有积极催化，关注三花智控等供应链上相关公司，此外动力电池产业链上，超级
电池工厂的国产化电池材料也会不少，可以关注新宙邦、杉杉股份等。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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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斯特（300580）发布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司上半年实现归属净利润同比增
长 10-20%。
公司业绩基本符合预期，上半年汇兑损益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整体看，上半

年汽车市场平稳增长，涡轮增压器渗透率逐步提升，公司涡轮增压器零部件业务稳定
增长。在自动化生产线方面也实现了稳定的增长。维持全年业绩预期，预计 18 年 EPS
为 0.78 元，PE20 倍，维持“推荐”评级。

分析师：马松执业证书编号：S0590515090002

TMT 行业
行业


2018 中国互联网大会于 7 月 10-12 日在北京召开。
以“融合发展协同共治——新时代新征程新动能”为主题的 2018 年互联网大会

于 7 月 10 日-12 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召开。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陈肇雄出席此
次会议同时特邀多位国内知名产业互联网专家、县域政府领导现场分享县域产业互联
网发展实际案例。我们认为互联网应用的不断深入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导致了
个人和企业信息泄露事件的频繁发生，随着安全相关政策的不断加码，信息安全行业
有望迎来景气周期，建议关注信息安全板块相关个股。

分析师：吴金雅 执业证书编号：S0590517020001

新股申购
今日无新股申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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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声明
本报告署名分析师在此声明：我们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或相当的专业胜任能力，本报告所表述的所有
观点均准确地反映了我们对标的证券和发行人的个人看法。我们所得报酬的任何部分不曾与，不与，也将不会与本报告中的具体投
资建议或观点有直接或间接联系。

投资评级说明

股票
投资评级

行业
投资评级

强烈推荐

股票价格在未来 6 个月内超越大盘 20%以上

推荐

股票价格在未来 6 个月内超越大盘 10%以上

谨慎推荐

股票价格在未来 6 个月内超越大盘 5%以上

观望

股票价格在未来 6 个月内相对大盘变动幅度为－10%～10%

卖出

股票价格在未来 6 个月内相对大盘下跌 10%以上

优异

行业指数在未来 6 个月内强于大盘

中性

行业指数在未来 6 个月内与大盘持平

落后

行业指数在未来 6 个月内弱于大盘

一般声明
除非另有规定，本报告中的所有材料版权均属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获中国证监会许可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及其附属机
构（以下统称“国联证券”）。未经国联证券事先书面授权，不得以任何方式修改、发送或者复制本报告及其所包含的材料、内容。
所有本报告中使用的商标、服务标识及标记均为国联证券的商标、服务标识及标记。
本报告是机密的，仅供我们的客户使用，国联证券不因收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国联证券的客户。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我们
认为可靠的已公开资料，但国联证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本报告中的信息、意见等均仅供客户参考，不构
成所述证券买卖的出价或征价邀请或要约。该等信息、意见并未考虑到获取本报告人员的具体投资目的、财务状况以及特定需求，
在任何时候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个人推荐。客户应当对本报告中的信息和意见进行独立评估，并应同时考量各自的投资目的、财务
状况和特定需求，必要时就法律、商业、财务、税收等方面咨询专家的意见。对依据或者使用本报告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国联证券
及/或其关联人员均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本报告所载的意见、评估及预测仅为本报告出具日的观点和判断。该等意见、评估及预测无需通知即可随时更改。过往的表现亦不
应作为日后表现的预示和担保。在不同时期，国联证券可能会发出与本报告所载意见、评估及预测不一致的研究报告。
国联证券的销售人员、交易人员以及其他专业人士可能会依据不同假设和标准、采用不同的分析方法而口头或书面发表与本报告意
见及建议不一致的市场评论和/或交易观点。国联证券没有将此意见及建议向报告所有接收者进行更新的义务。国联证券的资产管
理部门、自营部门以及其他投资业务部门可能独立做出与本报告中的意见或建议不一致的投资决策。

特别声明
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国联证券可能会持有本报告中提及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并进行交易，也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或争取提供投资银
行、财务顾问和金融产品等各种金融服务。因此，投资者应当考虑到国联证券及/或其相关人员可能存在影响本报告观点客观性的
潜在利益冲突，投资者请勿将本报告视为投资或其他决定的唯一参考依据。
无锡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
江苏省无锡市太湖新城金融一街 8 号国联金融大厦 9 层
电话：0510-82833337
传真：0510-82833217
上海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源深路 1088 号葛洲坝大厦 22F
电话：021-38991500
传真：021-38571373

分公司机构销售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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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姓名

固定电话

北京

管峰

010-68790949-8007

上海

刘莉

021-38991500-831

深圳

薛靖韬

0755-8256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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