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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重型卡车行业 — 蓝天政策    
建议关注：潍柴动力 (2338 HK; 9.49 元; 目标价: 17.80 元); 中国重汽 (3808 HK; 17.76 元; 目标价: 18.83 元) 

严格执行冬季削减措施和在雄安新区推出亲财政基建设施之间的微妙平衡可能导致 2018 年四季度及 2019 年一

季度重型卡车销售强于预期。重新检查并剔除不合理的卡车通行费将提高个体经营的卡车司机的收入。2019-

20 年升级到 NS6/LNG 技术将提高卡车产量和混合平均售价和利润率。我们对潍柴动力的盈利预测没有变化，

但提高 2018/19 年中国重汽每股盈利增长预测 1.1%/3.4%。建议继续关注两股。 

 

汇付天下 (1806 HK; 4.1 元; 目标价: 5 元) — 聚焦小微企业    
汇付天下为微小企业提供支付服务，有别于支付宝 (Alipay) 和财付通 (Tenpay) 等以消费者为服务对象的支付行

业龙头。通过其移动 POS 解决方案联通速汇 (SuPay)，汇付天下提供全渠道支付平台和当天结算。行业发展迅

速，可能使公司的业务模式面临风险，但 2018 年上半年的总支付额同比增长 97%至 8,470 亿元人民币。我们

预测未来三年公司的支付额、收入和调整后收益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37%-39%。建议关注。 

 

玖龙纸业 (2689 HK; 9.5 元; 目标价: 10.8 元) — 寻求可持续发展    
玖龙纸业 2018 年核心利润同比增长 64.3%，较我们的预测高 6.9%，主要因为平均售价较高。由于需求疲软和

新增产能增加，我们对需求/供应持谨慎态度，尽管 2018 年四季度可能出现旺季价格反弹，但国内旧瓦楞纸箱 

(OCC) 使用量增加，人民币贬值和进口旧瓦楞纸箱关税增加成本。我们认同玖龙纸业寻求海外上游资源以实现

长期可持续增长的战略。该股现价为 6 倍的 2019 年预期市盈率，估值便宜，但 2018 年上半年的高基数将拖累

2019 年的增长，需求和供应改善的前景更为清晰。我们将目标价从 10 元上调至 10.8 元，建议继续关注该股。 

 

华晨中国 (1114 HK; 12.3 元; 目标价: 15.2 元) — 增加配置    
对豪华车的需求强劲，显示华晨中国的高端化在继续发挥作用。降低关税将扰乱零售价 (和折扣)，并具有蚕食

效应，但在明年一季度之前影响有限。近期增长动力盖过合资企业的担忧，而担忧的问题在 2022 年前都不会

出现。2018/19 年，公司的每股盈利增速有望继续领先行业。我们维持 2018/19 每股盈利预测，基于 9 倍的

2019 年预期市盈率 (5 年平均减 1 个标准差) 得出新目标价 15.2 元 (原为 13.86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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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