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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辉控股 (884 HK; 5.33 元; 目标价: 7.7 元)  
业绩小幅超预期，前景更佳    
旭辉控股 2018 年业绩稳健，基本盈利增长 36%至 56 亿元 (人民币，下同)，每股派息同比提高 30%和毛利率

数据均超预期。公司合同销售的增长目标是同比增长 25%至 1,900 亿元，这一目标看来可以实现，因为可销售

资源增加了 50%，市场也有所复苏。随着前景改善，我们上调利润率预测，相应提高 2019/20 年盈利预期

5%/8%，目标价上升 15%，从 6.7 元增至 7.7 元。建议继续关注。 

 

太古地产 (1972 HK; 31.85 元; 目标价: 33.5 元) 
辉煌过后的一年    
对于太古地产，2018 年是不寻常的一年。上海静安区兴业太古汇 (Shanghai HKRI Taikoo Hui) 项目的首次全年

度贡献推动公司的中国总租金收入增长 20%；完成了位于鲗鱼涌的 100 万平方尺的太古坊一座 (One Taikoo 

Place) 办公楼，其香港租赁组合的建筑面积因此扩大了 7%；金钟太古广场 (Pacific Place) 的主要商场零售销

售明显好转；以及出售物业所得的 150 亿港元大幅加强了资产负债表。面对 2018 年如此高的基数，2019 年业

绩数据将较为黯淡。此外，过去一年该股上涨了 16%，表现优于恒生指数 26 个百分点，我们认为目前是调整

阶段，投资者宜等待更好的切入点。我们的目标价为 33.5 元，基于 31%的资产净值折让 (五年平均折让为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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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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的看法；(ii) 该分析师所得报酬的任何组成部分无论是在过去、现在及将来均不会直接或间接地与研究报告所表述的具体建议或观点相联系。 

评级说明 
投资建议的评级标准 

报告中投资建议所涉及的评级分为股票评级和行业评

级 (另有说明的除外)。评级标准为报告发布尔日后 6

到 12 个月内的相对市场表现，也即：以报告发布尔日

后的 6 到 12 个月内的公司股价 (或行业指数) 相对同

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的涨跌幅作为基准。其

中：A 股市场以沪深 300 指数为基准，新三板市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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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级 说明 

股票评级 

买入 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涨幅 20%以上； 

增持 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涨幅介于 5%～20%之间 

持有 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涨幅介于-10%～5%之间 

卖出 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跌幅 10%以上； 

行业评级 

强于大市 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涨幅 10%以上； 

中性 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涨幅介于-10%～10%之间； 

弱于大市 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跌幅 1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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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主体声明 
香港特区：本研究报告在香港由中信证券经纪 (香港) 有限公司 (下称“中信证券经纪”，受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监管，中央编号：AAE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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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本研究报告在新加坡由 CLSA Singapore Pte Limited (下称 “CLSA Singapore”) 分发，并仅向新加坡《证券及期货法》s.4A (1) 定义下的 “机
构投资者、认可投资者及专业投资者” 提供。上述任何投资者如希望交流本报告或就本报告所评论的任何证券进行交易应与 CLSA Singapore 的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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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不同司法管辖区的声明 
香港特区：对于本研究报告所评论的证券及金融工具，中信证券经纪及其每一间在香港从事投资银行、自营交易或代理经纪业务的集团公司，(i) 有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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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监管法规或交易规则要求对研究报告涉及的实际、潜在或预期的利益冲突进行必要的披露。须予披露的利益冲突可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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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本研究报告由中信证券编制。本研究报告在美国由中信证券 (CITIC Securities International USA，LLC (下称 “CSI-USA”) 除外) 和 CLSA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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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本段 “英国” 声明受英国法律监管并依据英国法律解释。本研究报告在英国须被归为营销文件，它不按《英国金融行为管理手册》所界定、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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