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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策略 — 最新港股通已“出炉” 调整中信港股行业分类 
随着恒生综指成分股半年度调整结束，港股通股票池最新名单也于 2019 年 3 月 11 日公布。本次调整共计 21

只调入，24 只调出，调整后股票池规模为 480 只。我们对自公布调整结果至今的个股涨跌幅度做了统计和分

析，认为受纳入港股通事件驱动的上涨动力已经有限。 

 

中国平安 (2318 HK; 82.7 元; 目标价: 97.2 元)   
30 年的里程碑    
中国平安 2018 年业绩为其 30 年的旅程留下了精美的印章。在核心保险业务中，新业务价值增长和综合比率均

超出我们预期。由于更好的费用管理，整体净利润增速也高于我们的估计。随着宏观经济放缓，2019 年将是艰

难的一年。但这是一场马拉松而不是冲刺。长远来看，我们对公司继续表现卓越充满信心。股票回购的提议可

能会令 A 股市场有更活跃的交易。建议继续关注。 

 

中广核电力 (1816 HK; 2.1 元; 目标价: 2.3 元)   
盈利超预期    
中广核电力 2018 年核心净利润增至人民币 8,610 百万元，较我们的预测高 3%，2018 年收入增长 11%至

508.28 亿元，比预期高出 5%。2018 年，公司核心净资产收益率为 12.6%，略好于预期。管理层将每股末期股

息上调 5.9%至 0.72 元，比我们的预期低 2.7%。然而 2018 年自由现金流显著改善，净负债率下降。建议继续

关注该股。 

 

复星旅游文化 (1992 HK; 15.88 元; 目标价: 20 元)  
领先的休闲旅游运营商    
复星旅游文化的主要资产包括全包套餐休闲公司地中海俱乐部 (Club Med) 和最近开始营业的三亚亚特兰蒂斯 

(Atlantis Sanya)。太仓和丽江的两个 Club Med 项目将进一步推动增长。这三个开发项目提供整套旅游休闲目

的地和更多的住宿单位选择。Club Med 规模和价格的提升、亚特兰蒂斯的加入和住宿预订将推动盈利增长。该

股净资产价值折让 30%。我们给予目标价 20 元，建议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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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