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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股策略 — 中美贸易战再度升级/2,000 亿清单靴子落地 
市场对于中美贸易战反应已逐步钝化，贸易冲突对于市场走势的影响未来将主要通过上市公司业绩体现。中美

贸易战经过长期发酵，股价已经逐步反映利空因素，但压制市场风险偏好的情绪仍在，未来贸易战的影响将主

要体现在对宏观经济和上市公司基本面的影响上，需持续观察后续博弈的情况及相应措施的效果。 

 

澳门博彩业 — “山竹”对澳门 
超级台风“山竹”离开后，我们到访澳门，亲眼目睹了受损程度。虽然破坏严重，但今年城市和赌场运营商的

准备工作做得更好，财产损失减到最小。运营已迅速恢复正常，看不出任何长期影响，但现在判断主要建筑工

地是否受损为时尚早。此次台风导致博彩业务前所未有地暂停，2018 年 9 月行业总收入将受到影响。然而板块

估值已经很低，看来市场亦已不为此而纠结。 

 

国泰航空 (293 HK; 11.16 元; 目标价: 15.3 元) — 推动大于拖累    
国泰航空 2018 年 8 月客运量及货运量表现健康，分别同比上升 5.9%和 7.4%。高端客舱需求强劲，后端客运

量有所提升。由制药和易腐货品运输业务领先的转运量增加。超级台风“山竹”会负面影响 9 月份表现，油价

和货币上涨继续造成拖累。然而该股当前估值为 0.7 倍市净率，颇具吸引力。我们降低目标市净率倍数，目标

价相应从 18 元降至 15.3 元，尽管我们仍建议关注。 

 

中国广核电力 (1816 HK; 1.85 元; 目标价: 2 元) — 愿意支付    
中国广核电力表示将为股东提供稳定增长的股息。我们认为，在净利润随产能扩张而上升的背景下，公司有能

力实现此承诺。公司未来将有 22 座核反应堆 (包括将于 2018 年四季度投产的泰山一号机组) 投入运营。管理层

还计划通过 A 股上市来筹集新资金以支持扩张，这对 H 股的股东来说是公平的。2018 年上半年业绩公布后股

价已回调。我们将目标价从 2.3 元降低至 2 元，但建议由回避转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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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