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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股策略 — 半年度港股通股票池调整生效 
南向港股通可交易股票池本轮调整新增 28 只港股，剔除 16 只。新增标的集中在房地产和医药等行业。房地

产：物业独立性趋强、资本市场的重视度越来越高。纺织服装：好孩子国际 (1086 HK) 和江南布衣 (3306 HK) 

赛道和竞争格局占优，值得重点关注。医药：本轮调入 5 只个股，数量仅次于房地产。本轮共调出 15 家公司，

分布在房地产、传媒、纺织服装、农林牧渔等行业。被调出的 4 个房地产公司是远东发展 (35 HK)、香港兴业

国际 (480 HK)、丽新发展 (488 HK) 和恒盛地产 (845 HK)。被剔除的港股通股票未来只限于卖出，不能新增买

入。 

 

长城汽车 (2333 HK; 4.06 元; 目标价: 6.97 元) —‘迷你’信号    
长城汽车 2018 年上半年销售额和净利润同比分别增长 18%及 53%，与之前盈利预報一致。由于研发资本化、

减值收缩和出售收益的综合影响，盈利增长快于销售增长。投资者在短期盈利波动下应看远一些，并关注与

Mini 签署的 50:50 合资协议的正面影响。我们将 2018 年净利润预测下调 0.9%，以反映 2018 年下半年的放

缓。我们以 7 倍 2019 年预期市盈率 (相当于 6 年历史平均市盈率减 1 个标准差) 作估值，得出 6.97 元的新目标

价 (前为 7.71 元)。公司在与 Mini 合作公告后应有估值收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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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