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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策略: 海外投资者在关注什么？ 
贸易战仍是主导市场情绪的主要因素。短期情绪和股价已较充分地反映了相关负面影响，且上周三《华尔街日

报》报道中美或重启贸易谈判后，港股连续两天明显反弹。中期而言，贸易战对中国相关行业上市公司基本面

的影响预计在四季度开始逐步明显。判断港股受盈利周期规律影响，盈利增速至少在未来 6-12 月内仍处下滑

期，建议港股投资者保持对“现金流”和“高分红”等安全性较高板块的配置。 

 

新鸿基地产 (0016 HK; 117.2 元; 目标价: 105 元) — 相关性将持有    
新鸿基地产 2018 财年实现良好业绩，基本净利润同比增长 17%至 304 亿港元。但我们关注的是，香港住宅价

格已开始回调，而公司具有很高的相关性。股息收益率可能是一种防御，但在目前的水平上，10 年期美国国债

的收益率差距正处于 5 年平均水平，而我们认为，考虑到面临的盈利/资产净值风险，这不足以说服投资者趁低

吸纳。我们将公司 2020 年净利润预测下调 11%，鉴于完工进度的变化，将部分收入账推迟至 2021 年。维持目

标价 105 元，基于 204 元的净资产值折让 50%。建议继续回避。 

 

中国医药行业    
建议关注：国药控股 (1099 HK; 37.8 元; 目标价: 44.56 元) 
建议回避：三生制药 (1530 HK; 13.28 元; 目标价: 14 元); 石药集团 (1093 HK; 16.84 元; 目标价: 17.69 元);复星

医药 (2196 HK; 28.65 元; 目标价: 30.08 元); 中国生物制药 (1177 HK; 7.43 元; 目标价: 7.79 元) 
正如我们一直以来所关注的那样，国家医疗保险局 (SMIB) 上周在 11 个试点城市联合药物采购招标 33 个经过

BE 测试的药物，但我们认为这仅仅是个开端。医药行业仍面临至少三大风险。考虑到政策风险和制药企业业绩

所受的潜在威胁，该行业目前不大可能进入上行周期，我们要等待更多证据以帮助计算对企业每股盈利的具体

影响。我们建议由关注转为回避我们覆盖的主要中国制药公司，包括三生制药、石药集团、复星医药和中国生

物制药。仍建议关注国药控股。 

 

澳门博彩业 — 投资者论坛总结    
澳门博彩股大幅回调 27%-46%，与健康的基本面之间差距加大，成为里昂证券香港投资者论坛的一个主要的博

彩主题。银河 (27 HK)、新濠 (200 HK)、美高梅 (2282 HK)、金沙 (1928 HK) 及澳博 (880 HK) 均有代表参加论

坛，并表示目前行业情况仍然健康，投资者则重点关注对贸易战的持续、中国经济放缓、及人民币贬值的风险

增加。我们在论坛期间到访澳门，确实看到游客人数依然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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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