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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控股 (700 HK; 383 元; 目标价: 460 元) — 动力可继续    
腾讯控股 2017 年三季度表现强劲，收入同比增长 61%，息税前利润 (EBIT) 同比上涨 57%，分别超越我们预期

1.5%和 15%。剔除一次性项目，息税前利润同比增长 44%。个人电脑和手机游戏强劲，受益于核心游戏和类

型的扩张，分别同比上涨 27%和 84%。支付和云计算收入同比增长仍维持在三位数的速度。我们将 2018-19 年

的收入预测上调了 3%-5%，并转而采用分类加总估值法 (SOTP)，目标价为 460 元 (原为 400 元)。建议继续关

注。 

 

敏华控股 (1999 HK; 7.45 元; 目标价: 8.7 元) — 下半年前景更佳   
敏华控股 2018 上半财年 (2017 年 9 月结) 盈利同比下跌 10%，与预期相符，主因是毛利率下降和费用上升抵消

了超预期的收入。考虑到中国市场销售强劲，北美市场环比持续改善，Home 集团的整合在欧洲及中国市场创

造协同效应，以及在价格上涨期间环比毛利率可能扩张，我们预计公司下半年将进一步改善，录得更好的增

长。依然强劲的现金流可支撑未来回购和股息上行潜力。我们将目标价格从 8.3 元上调至 8.7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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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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的看法；(ii) 该分析师所得报酬的任何组成部分无论是在过去、现在及将来均不会直接或间接地与研究报告所表述的具体建议或观点相联系。 

评级说明 
投资建议的评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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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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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不同司法管辖区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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