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资咨询服务 

中信证券经纪 (香港) 有限公司 

 

港股通股票今日重点推介  
2019 年 3 月 19 日 

 
 

中国水泥行业 — 价格调查    
建议关注：海螺水泥 (914 HK; 43.3 元; 目标价: 59.5 元); 华润水泥 (1313 HK; 7.54 元; 目标价: 10.7 元) 
建议回避：中国建材 (3323 HK; 6.04 元; 目标价: 5.99 元) 
国家发改委物价部已与中国水泥协会就 2018 年的价格调查进行了沟通。中国水泥协会编制了一份报告，阐述

2018 年价格发展的原因，并将其移交给国家发改委。短期内，我们预计该事件将成为该行业的一个悬念。中期

来看，水泥价格将由供需动态决定，因为我们认为政府很难干预售价。 

 

复星旅游文化 (1992 HK; 15.66 元; 目标价: 19.5 元) — 业绩欠佳    
复星旅游文化公布 2018 年利润 3.08 亿元 (人民币，下同)。不计非经常性项目，亏损扩大至的 6.73 亿元，三亚

亚特兰蒂斯 (Atlantis Sanya) 和 Club Med 的表现弱于预期。我们下调 Club Med 的利润率预测，并降低三亚亚

特兰蒂斯的入住率及房价假设。我们的 2019-20 年利润预测相应下降 15-22%，目标价从 20 元降至 19.5 元，

但仍建议关注该股。 

 

石药集团 (1093 HK; 13.96 元; 目标价: 16.16 元)  
去年成绩支持未来增长    
石药集团报告 2018 年收入 210.29 亿港元 (我们预期为 215.34 亿元)，同比增长 36%，利润 36.55 亿元，同比

升 31.9%，与我们预测的 37 亿元基本一致。管理层明确指出，集中采购和辅助药物清单等负面政策不会对公

司业务产生重大影响，并重申 2019 年的收入/利润增长预测。我们将目标价提升至 16.16 元，建议继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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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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声明 
本研究报告由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机构制作。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全球的附属机构、分支机构及联营机构 (仅就本研究报告免责

条款而言，不含 CLSA group of companies)，统称为 “中信证券”。 

法律主体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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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不同司法管辖区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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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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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发布的人员。本研究报告仅为参考之用，在任何地区均不应被视为出售任何证券或金融工具的要约，或者证券或金融工具交易的要约邀请。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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