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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材 (3323 HK; 5.03 元; 目标价: 4.9 元) — 有交易总比没交易强    
中国建材上周五公开建议发行新股，以每 0.85 中国建材的新股换取 1 股中材股份 (1893 HK; 未有评级)，换股

价相当于中材股份在公告前股价加 19%的溢价。交易将由少数股东投票。中国建材的少数股东可能觉得 19%的

溢价太高，而中材股份的股东则觉得太低，因为中材股份的隐含价格低于其账面价值。不过，我们仍希望股东

投票赞成这个合并建议，因为这比没有交易好。仍建议回避中国建材。 

 

中国燃煤 IPP 行业 — 供给则改革利好独立发电厂    
建议关注: 华润电力 (836 HK; 14.74 元; 目标价: 17.9 元); 华电国际 (1071 HK; 3.16 元; 目标价: 3.5 元) 
政府进一步重视电力产能过剩问题，现已列出将被停工的项目和具体的电厂减产计划。独立发电厂 (IPP) 对增

加煤电项目的态度更趋谨慎，我们相信它们将受益于产能利用和股本回报率 (ROE) 的上升。我们对 2018 年 1

月提高电费的预期更加明确，并相信煤价下滑将大幅提振独立发电厂的 2018 年收益。建议投资者继续关注华

润电力；至于华电国际，我们建议由回避转为关注。 

 

蒙牛乳业 (2319 HK; 19.46 元; 目标价: 24 元) — 前景改善    
蒙牛 2017 年上半年市场份额扩展，核心经营利润率强劲增长。更重要的是，我们认为蒙牛已不再为价格战而

增加支出，而是通过广告和促销将营销活动聚焦于“创造需求”，特别是在新产品上。我们的目标价为 24 元，反

映 25 倍的 2018 年预期市盈率，因其盈利空间增大。建议继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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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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评级 

强于大市 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涨幅 1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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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不同司法管辖区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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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本研究报告由中信证券编制。本研究报告在美国由中信证券 (CITIC Securities International USA，LLC (下称 “CSI-USA”) 除外) 和 CLSA group 
of companies (CLSA Americas，LLC (下称 “CLSA Americas”) 除外) 仅向符合美国《1934 年证券交易法》15a-6 规则定义且分别与 CSI-USA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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