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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市场 2018 年投资策略 — 离岸市场“在岸化”  
2017 年是内地机构系统性配置香港市场之元年，内地资金在香港产生更大影响力。展望 2018：“离岸市场”在岸

化，A-H 两地市场融合将是未来三年香港市场的主旋律。大势分析：3 万点之路，将在曲折中继续前行。行业

配置：优质中国资产“再定价”和“新时代”的优势产业。推荐港股组合为：中国太保 (2601 HK)，中国平安 (2318 

HK)、工商银行 (1398 HK)、中国石油 (857 HK)、腾讯控股 (700 HK)、金山软件 (3888 HK)、舜宇光学科技 

(2382 HK)、中兴通讯 (763 HK)、保利协鑫能源 (3800 HK)。 

  

中国医疗行业 — 愈来愈强    
建议关注：中国生物制药 (1177 HK; 11.54 元; 目标价: 12.4 元); 石药集团 (1093 HK; 16.38 元; 目标价: 18.42

元); 三生制药 (1530 HK; 15.34 元; 目标价: 17.43 元); 国药控股 (1099 HK; 31.3 元; 目标价: 38 元) 

中国医疗保健行业未来增长可能放缓。我们重申，两极分化或成为趋势，先行企业中的优秀公司将受益于国家

医疗保健升级。展望 2018 年，鉴于第三方经销业务的逆风，我们更看好药品制造商。建议关注中国生物制

药、石药集团、三生制药、国药控股。 

 

睿见教育 (6068 HK; 4.63 元; 目标价: 6.4 元) — 开门红    
睿见教育上市后的首份全年业绩稳健。收入和核心净利润分别上涨 15%和 34%。然而，净利润受到非现金和未

实现的外汇亏损的拖累。我们认为，市场对公司汇率损失的反应过度；而递延收入增长 20% (截至 8 月 31 日) 

和入学人数增长 30% (从 9 月 1 日起计，包括最近收购的广东省揭阳学校) 两者之间的时间差异也令投资者过分

担忧。我们将目标价从 6.9 元下调至 6.4 元，但继续建议关注该股。 

 

创维数码 (751 HK; 3.54 元; 目标价: 5.5 元) — 关注面板    
创维数码 2018 年上半财年 (截至 2017 年 9 月底) 核心息税前利润 (不包括其他收入) 超出我们的预测 3.8 亿

元。重要的是，中国电视机和海外电视机的平均售价分别同比上涨了 18%和 27%，显示屏价格则同比持平或下

滑。酷开 (Coocaa) 也令市场惊喜，其收入同比飙升 170%，达到 1.35 亿元。该股当前估值反映 7 倍的 2018 年

预期市盈率，颇为吸引，而且股价有望随板块回升而反弹，因为公司的需求、竞争和执行力前景进一步清晰。

我们将 2019-20 年财年盈利预测上调 11%-12%，目标价从 4.8 元提升至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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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