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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股策略专题 — 谁将“晋级”港股通成员? 
2018 年 2 月 6 日,恒生指数公司公布恒生指数系列季度检讨结果，变更将于 3 月 5 日 (周一) 起生效，而港股通

池也将做相应调整。届时，我们将根据最新官方股票池，调整中信证券港股通行业指数样本，及对应行业分

类。 

 

中国保险行业 — 再次削减新业务价值    
建议关注：中国平安 (2318 HK; 83.1 元; 目标价: 105 元) 
最近媒体报道指出，2018 年 1 月保险代理商新销售额下降了 10%-40%。快速启动推销的行动进展有限。虽然

多数投资者仍看好该版块，但我们估计结果会令市场失望。我们削减对新业务价值 (NBV) 的预测，把 2017 年

的增长幅度从 29%-45%降低到 20%-43%，估计 2018 年增长 11%-21%。另外，相比高回报率投资 (如五年期

AAA 级企业债券息率 5.4%及银行理财产品 5%以上回报)，寿险产品吸引力较弱。我们继续建议回避，但看好

中国平安。 

 

中国香港中/小盘行业 — 2017 年业绩预览    
建议关注：中国飞机租赁 (1848 HK; 7.63 元; 目标价: 11 元); 粤丰环保 (1381 HK; 4.28 元; 目标价: 5.3 元); 中海

物业 (2669 HK; 2.36 元; 目标价: 3.6 元); 理文造纸 (2314 HK; 8.66 元; 目标价: 10 元); 玖龙纸业 (2689 HK; 

12.48 元; 目标价: 14.5 元) 

建议回避：神州租车 (699 HK; 6.29 元; 目标价: 6.75 元) 

在我们覆盖的中小企业中，有 17 家公司将于 2018 年 2 月下旬开始报告 2017 全年或 2018 上半财年业绩。根

据我们的预测，这些公司的核心利润平均同比增长 26.2%。其中，造纸企业的增幅最为显著，随后是粤丰环

保、中海物业及索菲亚 (Suofeiya) 等；神州租车则可能录得最大跌幅；敏实集团的盈利应基本符合共识，但订

单有望超预期；中海物业和粤丰环保可能发布利好消息；通达集团和信义光能的业绩则可能不及预期，但原因

是市场的部分预测已经过时。 

 

中国房地产行业 — 回到原点    
我们在 1 月 4 日的报告中指出，2018 年房地产政策变化只有一个方向 - 收紧，而房地产价格也只有一种走向 - 

走高。所以我们认为市场前景并没有恶化，但在某些方面有所改善，比如便宜地区的价格前景和长期价格增

长。我们仍建议重点关注华润置地 (1109 HK)、世茂房地产 (813 HK) 及合景泰富 (1813 HK)。而碧桂园 (2007 

HK) 虽是非对称收紧和银行贷款紧缩的受益者，但 1 月的涨幅已回吐，建议由回避转为关注该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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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