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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博彩业 — 对人民币的忧虑 
在新加坡和香港为期两周的营销活动之后，投资者在宏观经济消息持续恶化的背景下，对澳门博彩股仍持谨慎

态度。市场对于 2018 年二季度收益的预期下降，并愈发担心如果人民币大幅贬值及贸易战加剧的前景。短期

关注的焦点是贵宾市场的健康状况以及对流动性的担忧。尽管如此，多数投资者并不认为澳门的投资主题已被

打破。相反，他们正在寻找合适的切入点。 

 

国药控股 (1099 HK; 33 元; 目标价: 40.13 元) — 收购中国科学器材    
国药控股上周三宣布将以人民币 51.08 亿元收购中国科学器材 60%的股份。假设 2018 年利润同比增长 26%，

收购价意味着 17.4 倍 2017 年市盈率或 13.9 倍 2018 年预期市盈率。公司将以每股 24.97 元人民币的价格发行

约 2.046 亿股内资股以完成对价。根据公司数据和趋势，我们估计中国科学器材将于 2018/19 年分别录得利润

6.142 亿/7.677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5.7%/25%。鉴于公司每股盈利变化不大，我们维持 40.13 元的目标

价，建议继续关注该股。 

 

丘钛科技 (1478 HK; 5.5 元; 目标价: 4.11 元) — 第二次盈警    
丘钛科技今年第二次发布盈利预警，预计 2018 年上半年净亏损人民币 5,000 万元，而不是前一次预计的净收

入同比跌 50%。公司解释，亏损的主要原因是 (1) 外汇逆风及相机组件的出货量因零部件短缺而低于预期，(2) 

产品组合不利。公司预计 2018 年下半年将通过增加高端相机和显示指纹组件出货来恢复环比增长。我们将目

标价从 4.26 元下调至 4.11 元，建议继续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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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