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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股策略 — 负面情绪继续发酵 
本周三大因素叠加导致投资者负面情绪发酵。但我们认为除了贸易战仍存较大不确定性以外，9 月 6 日国常会

定调社保规模整体不增加，市场此前或已反应过度；另外，逆周期因子重启后人民币汇率企稳，央行 9 月跟随

美联储加息的概率也大幅下降。预计短期投资者情绪也将趋于稳定。下周港股通股票池调整，建议关注预计将

调入的主要公司，包括平安好医生 (1833 HK) 和碧桂园服务 (6098 HK) 等。 

 

澳门博彩行业 — 洗牌    
建议关注: 银河娱乐 (27 HK; 52 元; 目标价: 68.66 元); 金沙中国 (1928 HK; 34.55 元; 目标价: 41.7 元);  
澳博控股 (880 HK; 7.75 元; 目标价: 9.94 元); 美高梅中国 (2282 HK; 13.42 元; 目标价: 15.84 元) 
建议回避: 永利澳门 (1128 HK; 19.12 元; 目标价: 21.36 元) 

2018 年二季度业绩疲软和宏观风险的增长在过去四个月中对澳门博彩业造成了沉重打击。尽管投资降级，但我

们总体预期前景稳定，政策刺激有望支持中国经济和货币，一次性事件 (世界杯) 的影响也已消逝。业绩公布之

后，我们将 2018 年博彩总收入 (GGR) 增速预测下调至同比上升 15.6%。然而，为反映增长放缓，我们全面削

减目标价的市盈率倍数。银河娱乐仍是我们的首选，同时建议关注金沙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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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