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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策略 — 货币宽松若加码，行业将如何表现？    
美国货币紧缩放缓将为中国货币宽松打开空间。今年央行若进一步加码货币宽松，预计地产和公用事业板块受

益最大，而券商、科技板块将明显受益于流动性增强以及无风险利率下的下行；但若降息，则银行净息差会收

窄，保险公司投资收益也将受到一定影响。 
 

中国电力行业 — 在下行周期中受益    
建议关注：华润电力 (836 HK; 15.86 元; 目标价: 18.7 元); 大唐发电 (991 HK; 1.9 元; 目标价: 2.1 元);  
华电国际 (1071 HK; 3.62 元; 目标价: 4.1 元) 

建议回避：中国电力 (2380 HK; 1.83 元; 目标价: 1.9 元); 华能国际 (902 HK; 5.15 元; 目标价: 5.3 元) 

对于火电企业来说，中国经济增长放慢并不一定是坏事。进入 2019 年，由于煤炭价格疲软，火电厂盈利能力

应会提升，走出 2017-18 年的低谷。我们根据最新的煤价假设，调整发电厂盈利和净资产收益率预测。2018

年，华润电力的表现优于火电同行，股票回报率和股息率吸引，建议继续关注该股。 

 

香港银行行业 — 价值开始显现    
建议关注：中银香港 (2388 HK; 29.25 元; 目标价: 51 元); 东亚银行 (23 HK; 25.15 元; 目标价: 31.1 元);  
恒生银行 (11 HK; 175 元; 目标价: 206 元) 

2018 年 11 月香港贷款余额环比微升 0.1%，而对美元定期存款的需求大幅推动整体存款余额增加 0.6%，系统

贷存比率 (LDR) 略微提高至 73.4%。HIBOR-LIBOR 的 3 个月差价扩大至 96 个基点。我们认为，过去几个月

市场对香港本地银行股价的下调已经反映了 2019 年盈利增长减速的风险，也令板块价值显现。我们看好本地

银行股，建议由回避转为关注恒生银行；中银香港仍是我们的行业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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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