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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总承包商 — 公私合伙制改变行业规律    
建议关注：中国交通建设 (1800 HK; 8.2 元; 目标价: 12.71 元); 中国铁建 (1186 HK; 8.42 元; 目标价: 15 元);  
中国中铁 (390 HK; 5.72 元; 目标价: 7.5 元); 中国中车 (1766 HK; 6.56 元; 目标价: 9.27 元); 铁建装备 (1786 HK; 

1.58 元; 目标价: 2.57 元); 中国建筑国际 (3311 HK; 9.7 元; 目标价: 14.7 元) 

虽然有金融去杠杆化和对固定资产投资潜在放缓的担忧，2017 年四季度及全年央企表现仍好于市场预期。公私

合伙制 (PPP) 推动行业整合，前四大承包商合并收入和新订单量在行业的占比分别为 11%和 14%，意味着未

来有很大发展空间。资产负债比率 (净负债/股本) 在 2014 年达到顶峰后，2017 年继续下滑，其原因是更多地采

用公私合伙制，令资本密集程度有所下降。我们看好行业前景。 

 

中/港中小型企业 — 寻找可持续动力    
建议关注：信义玻璃 (868 HK; 11.46 元; 目标价: 14.7 元); 敏实集团 (425 HK; 37.2 元; 目标价: 56.6 元);  
中海物业 (2669 HK; 2.29 元; 目标价: 3.5 元); 绿城服务 (2869 HK; 6.62 元; 目标价: 8.9 元) 

在我们覆盖的中小规模企业中，18 家公司报告 2017 年和 2018 年上半年收入良好。但 2018 年主要行业增速放

缓，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拖累收入增长，因此企业主动维持销售增势并提高利润率变得更为重要。我们重新审

视选股标准，加入对最新 (相比 2017 年 11 月) 趋势的考量，例如玻璃利润率提高、汽车销售放缓、最近的中美

贸易战等。我们建议重点关注信义玻璃、中海物业及绿城服务，长期关注敏实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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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