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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行业 — 置地股份带来惊喜，下一个是谁？    
建议关注：长实集团 (1113 HK; 66.4 元; 目标价: 80 元); 领展 (823 HK; 67.95 元; 目标价: 72 元);  
合景泰富 (1813 HK; 11.62 元; 目标价: 14 元); 世茂房地产 (813 HK; 22.4 元; 目标价: 25.5 元) 

中环大地主置地控股 (HKL SP) 4 月 9 日宣布，以每股 7 美元 (相对账面值每股 15.6 美元) 或共 8,600 万美元的

代价回购 1,230 万股。此次回购令市场惊喜，因置地控股上一次股份回购可追溯至十年前环球金融危机期间，

且公司并不缺乏收购机会。在香港，我们认为长实集团是另一家可能回购股份的公司，值得投资者关注。长实

出售中环中心权益 (2018 年 4 月底完成)，加上出售上海世纪汇广场所余下的收益，预期可获得现金流共 450 亿

港元。公司受账面价值上涨和基本面健康的支持，当前估值低于上次股份回购的价格。其他股份回购潜力比较

明显的公司包括：领展、合景泰富、世茂房地产。 

  

国药控股 (1099 HK; 35.65 元; 目标价: 40.13 元) — 意外盈利预警    
国药控股意外地公布盈利预警，2018 年一季度净利润同比将下降约 30%，令市场失望。有鉴于此，我们相信

2018 年对医药分销商来说仍将是充满挑战的一年，直至全面实施双发票制才可能出现拐点。考虑到公司的盈利

预警，我们下调其未来三年收入增长的预测，并调整我们的财务模型。我们的目标价从 42.87 元降至 40.13

元，意味着 14.9 倍 2019 年预期市盈率 (为行业平均水平)。我们认为仍可继续关注该股。 

 

安踏体育 (2020 HK; 45.45 元; 目标价: 45 元) — 强劲的首季    
安踏体育更新了 2018 年一季度运营数据。我们认为，主动发布数据会令市场对该股的态度更加正面，预计股

价将有积极反应。一季度安踏品牌及非安踏品牌的零售继续保持强劲势头，双双超出我们及市场预期。尽管估

值相对较高，但公司是多年基本面良好的中国运动服装行业的投资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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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