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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策略 — 价值挖掘:“跟涨”和“高分红” 
随着 3 月以来南向资金恢复净流入，未来港股市场有望迎来“跟涨”行情，可能性最大的行业集中在 TMT 板块

的计算机、通信、传媒和电子；以及标的重合度较高的大金融板块，包括银行、券商和保险；中游周期类的机

械和建材龙头公司也有望迎来估值提升。另外，年报季已开启，我们也建议关注分红率高、基本面稳健的标

的。 

 

澳门博彩业 — 特许权续约    
澳门特区政府宣布将澳博控股 (880 HK) 和美高梅中国 (2282 HK) 的博彩牌照期延长至 2022 年 6 月 26 日，将

六个现有博彩牌照到期日达成一致。澳博控股和美高梅中国将支付 2 亿澳门元 (约合 2,500 万美元)，并为员工

养老金做出更多贡献。虽然价格有利且短期不确定性被移除，但 2022 年的续牌事情仍然不明确。政府确认需

要在到期后才能进行新的招标，而且不清楚五年续约是否仍然是 2022 年的选择。 

 

香港保险行业 — 内地客人回归    
保险当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内地访客重回香港，再次推动香港人寿保险业的增长。在 2018 年四季度，向内地

客出售的个人新寿险保费 (年度化) 增长了 48%，而其他保险市场则下降。为减少越来越多的跨境销售带来的监

管风险，行业正在游说北京以大湾区的名义放松。我们的基本情景是假定现状不变，但任何好消息都可能成为

香港保险公司的上行催化剂。此板块中，我们较看好友邦保险 (1299 HK)。 

 

友邦保险 (1299 HK; 78.5 元; 目标价: 81 元) — 成功带来更多的成功    
上周五的分析师发布会上，友邦保险的中国业务引起了关注。管理层确认，公司进入天津和河北市场运营的前

期准备工作需时最多六个月。人才招聘方面，行业面临的挑战对友邦保险而言也不成问题，因为其代理的收入

是行业平均水平的四倍，有助于吸引优质候选人。我们同意，由于人寿保险是个金字塔结构的分销业务，成功

确实可带来更多的成功。友邦保险的中国发展逻辑依然完好无损，在香港和中国保险公司中增长前景最为清

晰。建议继续关注。 

 

嘉里建设 (683 HK; 31.95 元; 目标价: 37 元) — 触底    
2018 年是嘉里建设艰难的一年，两项减值亏损共 26.36 亿元，占 2018 年租金收入 54%，公司基本盈利也同比

下降 50%。在 2018 年上半年中期股息减少 0.05 元后，管理层决定将末期股息提高 0.05 元至 0.95 元，因此全

年股息为 1.35 元 (与去年持平)。末期股息的增长令人鼓舞，我们认为目前该股已触底，因为减值损失方面已无

任何下跌空间，资产负债率下降，利润率提升。公司将成为 2019 年香港房地产价格反弹的重要受益者。我们

将目标价从 35 元提升至 37 元。由于派息率上升，我们将资产净值折让从原先的 50%调整至 48%。建议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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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