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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汽车业 — 还未到趁低吸纳时机    
建议关注：东风集团 (489 HK; 9.43 元; 目标价: 10.21 元) 
建议回避：华晨中国 (1114 HK; 20.15 元; 目标价: 17.5 元); 广汽集团 (2238 HK; 16.96 元; 目标价: 17.37 元) 

售价及利润率低的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增长对汽车代工生产商 (OEM) 的利润增加影响轻微。只有 60-70%的汽车

金融公司 (AFC) 再融资需求在去年 12 月至本年 1 月完成，而较低的信贷将影响汽车销售。在 2015 年 5 月及

2016 年 1 月的两次股市回调中，在有刺激措施的情况下，汽车销售在其后 1-2 个月放缓，汽车板块的估值降至

-1 标准差。我们对行业前更加悲观，并将目标价定于 2019 年市盈率-0.5 标准差。建议继续关注东风集团，但

回避华晨中国及广汽集团。 

 

中国风电行业 — 取得成效    
建议关注：龙源电力 (916 HK; 5.16 元; 目标价: 6.7 元); 华能新能源 (958 HK; 2.57 元; 目标价: 3.15); 华电福新 
(816 HK; 1.92 元; 目标价: 2.4 元) 

为了善用中国庞大的风力发电机组所进行的努力正在取得成效。弃风电量从 2016 年的 17%下降到 2017 年的

12%。政策强化、两条新的特高压输电线路和采用可再生能源取暖的新举措有助于将龙源电力的风电限电率从

2017 年 1 月的 19%降至 2018 年 1 月的 7%。尽管应收账款和新兴的绿色证书计划仍存在负面风险，但更清晰

的可再生投资组合标准亦提供上行风险。我们稍微调整了风电运营商的数据。建议继续关注龙源电力、华能新

能源及华电福新。 

  

敏华控股 (1999 HK; 6.85 元; 目标价: 8.4 元) — 参观家具店    
我们最近参观了深圳的几家家具店。年初至今，敏华控股深圳店的销售情况令人满意。尽管受到原材料成本上

涨、政府补贴的不确定性以及人民币升值等因素影响，可能拖累 2018 财年下半年的盈利表现，但我们预计公

司在中国将继续保持强劲的销售势头并持续北美地区销售的改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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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