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资咨询服务 

中信证券经纪 (香港) 有限公司 

 

港 股 通 股 票 推 介  
2019 年 1 月 7 日 

  
中国石化 (386 HK; 5.64 港元; 目标价: 7.8 港元)  
公告厘清两个关注点    
 
公司发布期货亏损事件进展公告 
公司套期保值业务在油价下跌过程中出现部分亏损。同时集团新闻显示 2018 年利润同比+50%以上。我们认

为：事件影响有限基本印证，公司全年业绩增长和高分红无虞。  

 

公告厘清两个市场关注点 
一、公司套期保值在油价下跌过程中产生亏损，非市场猜测的期权买卖所致。也意味着损失额度有限；二、公

司日常监管中发现问题，及时处理。进一步表明亏损额在可控范围内。至此，中国石化期货亏损事件基本明

朗，亏损额待审计后披露，但预计影响有限。  

 

估值存修复空间，销售公司若成功上市估值或再进一步 
公司 PB 估值=0.85 倍 (2016 年 4 月份油价触底时曾低至 0.8 倍)，彼时公司年化 ROE 约 4%；假设油价在 50-

60 美元/桶区间运行，2019 年公司 ROE 有望在 6%以上。2018 年年底，中国石化销售公司股份制改制，预测

2019 年上市进程加快，对股份公司估值提升或有帮助。  

 

公司现金流充裕，高分红能力有望维持 
公司过去 10 年经营性净现金流均值 1660 亿元，自由现金流均值 117 亿元，截止 18Q3 未分配利润 2818 亿

元，公司现金流充裕，为持续的高分红能力提供保证，管理层也明确表示延续高分红。按照 2017 年 605 亿元

分红，扣除今年已经分红 194 亿元，今年剩余分红对应当前股价的股息率仍然有 6.8%，合计全年股息率

10%。 

  

油价低位反弹，中间油价区间有利于炼化公司 
OPEC+国家特别是沙特 12 月产量下降，支撑油价企稳；料 2019 年 1 月开始实施的减产将获得很好执行，进

一步支撑油价反弹。2019 年，需求预期的改善、伊朗制裁的落地都将对油价有推动。预计全年国际油价中枢

上移。而 60-80 美元/桶的中间油价区间对炼化公司最为有利，油价低位反弹将有助于公司业绩环比改善。  

 

风险因素 
国际油价大幅波动的风险，中美贸易战对下游产生重大冲击的风险。  

 

建议关注 
维持 2018-20 年 EPS 预测 0.56/0.63/0.70 元，当前 A+H 股股价对应 PE9/8/7 倍，PB0.85 倍左右，维持 A 股

7.0 元目标价，H 股目标价则为 7.8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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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