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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香港中小盘公司 — 六方位寻宝    
建议关注：敏实集团 (425 HK; 39.7 元; 目标价: 45.3 元); 通达集团 (698 HK; 2.34 元; 目标价: 3 元); 敏华控股 
(1999 HK; 7.27 元; 目标价: 8.3 元); 信义玻璃 (868 HK; 8.4 元; 目标价: 9.6 元) 
我们覆盖的中国/香港中小型公司中，2017 年上半年有 12 家的平均核心利润增速达到 17%，其中废物处理和传

统经济公司表现较为出色。我们从六个方面寻找可能推动下半年股价加速提升的行业趋势，这六个方面是：季

节性动力，宏观和行业趋势，环保控制和新产能导致的供应改变，效率改善和成本变化带来的利润率提升，公

司推动产品升级的具体措施，销售势头和并购/产能扩张，以及股票估值。基于以上六点，我们建议关注敏实集

团，通达集团，敏华控股和信义玻璃。 

 

中国银行业 — 关注四大内银    

建议关注：农业银行 (1288 HK; 3.59 元; 目标价: 5.45 元); 中国银行 (3988 HK; 4.02 元; 目标价: 5.79 元); 建设

银行 (939 HK; 6.72 元; 目标价: 9.71 元); 工商银行 (1398 HK; 5.78 元; 目标价: 7.99 元) 
随着净利息收入反弹和信贷成本下降，中国内地银行即将进入盈利回升阶段。我们认为，四大内银明年利润增

速有望达到高单位数。虽然市场对资产质量仍有担忧，但我们的分析显示，自 2013 年经济开始恶化以来，我

们覆盖的内银已将 7.6%-20.5%的非抵押贷款和国有企业/地方政府融资工具相关的贷款定为不良贷款，即现在

不良债权风险已非常低。我们看好行业，建议关注四大内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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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