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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平安 (2318 HK; 79.2 元; 目标价: 87 元) — 金融科技日重点    
在中国平安的战略日中，公司设定了通过金融科技使市值翻倍的长期目标。公司确实提供了比传统保险同业更

强劲的增长潜力，但新的雄心壮志也吸引了互联网企业的竞争，因此这旅程不会一帆风顺。然而，公司的信心

使我们将其互联网金融的盈利预测提高，目标价从 75 元上调至 87 元，建议继续关注。 

 

欧舒丹 (973 HK; 14.66 元; 目标价: 13.5 元) — 等待改造    
欧舒丹早前公布因 2017 年二季度销售疲软，上半年销售额同比下降 1%至 5.48 亿欧元。收入表现平平导致经

营去杠杆化，营业利润下滑 29%。虽然欧舒丹过往上半年的销售额因季节性因素而较下半年为低，于过去三年

只占全年净利润的 20-30%，但实际销售趋势依然偏软，管理层表示 2018-19 年仍需投资以改善表现。我们认

为近期前景依然疲弱，将目标价格从 16 元下调至 13.5 元，建议投资者继续回避。 

 

高鑫零售 (6808 HK; 8.25 元; 目标价: 9.4 元) — 双赢交易    
通过阿里巴巴的投资，高鑫零售可以吸引并保留更多客户，降低店铺流量减少的尾端风险。公司的线下零售空

间 (约 2.6 百万平方米) 与阿里巴巴正在寻求线下扩张的庞大商店基础之间也可能存在协同效应。公司在商品和

零售方面的规模、专有技术及其供应链也可以帮助阿里巴巴进一步渗透到日常商品业务，并提升用户体验。我

们相信这是一个双赢的交易，将高鑫零售目标价格从 7.7 元上调至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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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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本段 “英国” 声明受英国法律监管并依据英国法律解释。本研究报告在英国须被归为营销文件，它不按《英国金融行为管理手册》所界定、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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