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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和 (1 HK; 97 元; 目标价: 124 元) — 提升预期    
年初至今，尽管长和股价表现逊于恒生指数，我们的投资主题依然完好无损，因为公司具有强劲的现金流，资

产负债表实力日益增长，为配置资本提供了选择性。旗下长江基建 (1038 HK) 的有机增长和收购前景令投资者

提高盈利预期和目标价。考虑到长江基建及和记港口信托的最新盈利预测，我们上调长和 2017-19 年盈利预测

2%-4%，将目标价从 120 元上调至 124 元。建议重点关注。 

 

中国投资品行业 — 趋势分化     
建议关注：中国中车 (1766 HK; 7.42 元; 目标价: 8.71 元); 中联重科 (1157 HK; 3.54 元; 目标价: 4.52 元) 

投资品行业 2017 年三季度录得强劲业绩，收入和利润率较高。我们预计铁路设备和工程机械代工生产商的盈

利增长将加快，而重型卡车代工生产商的收益已达顶峰，将趋于下降。我们看好铁路设备和工程机械，看淡重

型卡车行业。建议重点关注中国中车、中联重科。 

 

中国物业管理行业 — 前景向好    
建议关注：中海物业 (2669 HK; 1.91 元; 目标价: 2.5 元); 绿城服务 (2869 HK; 5.74 元; 目标价: 7 元) 

随着住宅完工率提升，房主的服务需求不断增长，物业管理公司正在从房地产行业的阴影中走出。2014 年取消

价格管制后，管理收费上涨。鉴于房主维护物业价值的需要，未来收费还有上升空间。管理公司扩大服务种类

和范围，为客户提供丰富的选择，也抵消员工工资的上涨。我们建议关注中海物业、绿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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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