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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古 A (19 HK; 81.8 元; 目标价: 105 元)  
资产剥离与分红    
太古于上周五在香港举行了封锁期前的简报会。公司表示 2018 年盈利前景基本符合中期业绩简报中的公司指

引。然而，公司计划将绝对股息提升至 2014-15 年的水平，这意味着我们的股息预测现在存在上行风险。我们

认为未来可能有更多的资产剥离，以支撑资产负债表和窄幅折扣，而这一点被市场低估。当前股价相比资产净

值有 32%的折让。建议继续关注。 

 

中国平安 (2318 HK; 67.15 元; 目标价: 79 元)  
平安银行业绩更新    
平安银行公布了 2018 年业绩的初步结果。全年净利润同比增长 7%，四季度增长 8%，符合预期。然而，不良

贷款比率环比上升 7 个基点至 1.75%，看来该行在努力使不良贷款率与三个月逾期 (最终低于预期) 数据保持一

致。监管机构早前曾表示，两个指标均需达到要求，但并未给出具体期限，有关期限也可能是 2018 年年底。

两者关系倒置的银行将面临更大的资产质量压力和资本压力。我们有平安银行的完整财务模型可提供对中国平

安的预测，预计平安银行对母公司净利润的贡献在 15%左右。 

 

中国软件国际 (354 HK; 3.55 元; 目标价: 6.12 元)  
2018 年的放缓结束    
我们将中国软件国际 2018-20 年净利润预测下调 8-11%，以反映与政府推动的云迁移相关的新业务收入增长慢

于预期。然而我们认为华为的外包业务增长将在 2019 年恢复，因为公司在 2018 年增加了 10,000 名员工。这

与华为从 2019 年开始将其最低研发支出从 100 亿美元提高到 150 亿美元一致。我们将目标价从 7.51 元下调到

6.12 元，基于 15 倍 2019 年预期市盈率 (此前为 16.5 倍)。建议关注该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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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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投资研究报告独立性的法律要件而撰写，亦不受任何禁止在投资研究报告发布前进行交易的限制。本研究报告在欧盟由 CLSA (UK) 发布，该公司
由金融行为管理局授权并接受其管理。本研究报告针对《2000 年金融服务和市场法 2005 年 (金融推介) 令》第 19 条所界定的在投资方面具有专业经
验的人士，且涉及到的任何投资活动仅针对此类人士。若您不具备投资的专业经验，请勿依赖本研究报告的内容。 

一般性声明 
本研究报告对于收件人而言属高度机密，只有收件人才能使用。本研究报告并非意图发送、发布给在当地法律或监管规则下不允许该研究报告发

送、发布的人员。本研究报告仅为参考之用，在任何地区均不应被视为出售任何证券或金融工具的要约，或者证券或金融工具交易的要约邀请。中信
证券并不因收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中信证券的客户。本报告所包含的观点及建议并未考虑个别客户的特殊状况、目标或需要，不应被视为对特定
客户关于特定证券或金融工具的建议或策略。对于本报告中提及的任何证券或金融工具的分析，本报告的收件人须保持自身的独立判断。 

本报告所载资料的来源被认为是可靠的，但中信证券不保证其准确性或完整性。中信证券并不对使用本报告所包含的材料产生的任何直接或间接
损失或与此有关的其他损失承担任何责任。本报告提及的任何证券均可能含有重大的风险，可能不易变卖以及不适用所有投资者。本报告所提及的证
券或金融工具的价格、价值及收益可能会受汇率影响而波动。过往的业绩并不能代表未来的表现。 

本报告所载的资料、观点及预测均反映了中信证券在最初发布该报告日期当日分析师的判断，可以在不发出通知的情况下做出更改，亦可因使用
不同假设和标准、采用不同观点和分析方法而与中信证券其它业务部门、单位或附属机构在制作类似的其他材料时所给出的意见不同或者相反。中信
证券并不承担提示本报告的收件人注意该等材料的责任。中信证券通过信息隔离墙控制中信证券内部一个或多个领域的信息向中信证券其他领域、单
位、集团及其他附属机构的流动。负责撰写本报告的分析师的薪酬由研究部门管理层和中信证券高级管理层全权决定。分析师的薪酬不是基于中信证
券投资银行收入而定，但是，分析师的薪酬可能与投行整体收入有关，其中包括投资银行、销售与交易业务。 

若中信证券以外的金融机构发送本报告，则由该金融机构为此发送行为承担全部责任。该机构的客户应联系该机构以交易本报告中提及的证券或
要求获悉更详细信息。本报告不构成中信证券向发送本报告金融机构之客户提供的投资建议，中信证券以及中信证券的各个高级职员、董事和员工亦
不为 (前述金融机构之客户) 因使用本报告或报告载明的内容产生的直接或间接损失承担任何责任。 

未经中信证券事先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目的复制、发送或销售本报告。 

中信证券 2019 版权所有。保留一切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