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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房地产业 — 回升    
中国内地的新出租房政策将从驯服价格转向促进增长。二线城市正在建设负担得起的高品质住房，以吸引和留

住年轻的专业人才，提升这些城市的竞争力和吸引优质企业，最终实现政府扩张经济的目标。我们预计未来五

年房地产价格每年上涨 10%，建议关注华润置地 (1109 HK)、世茂房地产 (813 HK) 及合景泰富 (1813 HK)。在

香港，土地供不应求，考虑到新住房供应率低于 1%，农地转用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受益者包括新世界发展 (17 

HK) 和恒基地产 (12 HK)。太古地产 (1972 HK) 则将享受短期租金的利好。 

 

中国营养品行业 — 阿里月度销售更新    
阿里巴巴平台的营养补充品销售在 2018 年 1 月呈现强劲势头，部分原因是春节前的集中采购和 2017 年 1 月的

低基数。鉴于春节假期，我们预计 2018 年 2 月销售势头将有所缓和。在我们覆盖的主要营养补充品公司中，

Swisse (H＆H 国际 (1112 HK) 拥有) 和 Blackmores (BKL AU) 均实现了在线增长，市场份额维持稳定。此外，

我们注意到 Swisse 在阿里平台上的平均销售价有显著增长，这与我们近期行业渠道调查结果相符。建议继续关

注 H＆H 国际。 

 

中国软件国际 (354 HK; 4.9 元; 目标价: 7.41 元) — 与华为并肩增长   
中国软件国际是类似印度 IT 的传统软件外包商，但其 90%的客户来自中国，华为 (59%)、汇丰 (6%-7%)、微

软和腾讯 (分别为 2%-3%) 是公司的四大主要客户。我们预计公司 2017-20 年收入复合增长率将达到 26%。公

司自己的云和分析产品可能具有选择性，主要通过华为云销售。该股目前估值为 13.5 倍 2019 年预期市盈率，

考虑到 25%-30%的盈利增长前景，股价偏低。我们设目标价 7.41 元，建议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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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