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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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日 

 
 

鞍钢股份 (347 HK; 6.39 元; 目标价: 5.3 元) 
一季度有可能发盈警    
鞍钢股份公布 2018 年全年业绩，盈利同比增长 20%至 79.54 亿元 (人民币，下同)，符合公司之前 78 亿元的盈

利预测。管理层建议派发末期股息每股 0.22 元，派息率 20%，相对于 2017 年的 30%；同时建议每持有 10 股

派发 3 股红股。鉴于 2019 年一季度盈利前景黯淡，我们预计市场会在一季度业绩后调低 2019 年全年盈利预

测。建议回避该股。 

 

长和 (1 HK; 80.45 元; 目标价: 86 元) 
资金配置重点    
长和明天将宣布 2018 年业绩。我们将盈利预测上调 4%，并预计调整后的经常性利润将增长 11%至 367 亿港

元，主要得益于收购以及赫斯基能源在 2018 年上半年的盈利增长。我们将重点关注公司在欧洲电信市场和中

国零售业务的健康状况，也将注意资本配置战略的清晰度。该股现价相对净资产值有 28%的折让。我们将目标

价从 84 元上调至 86 元，反映旗下公司的市场估值变化。建议继续关注。 

 

H&H 国际 (1112 HK; 48.9 元; 目标价: 72 元) 
销售及核心盈利符合预期    
H&H 国际 2018 年销售额增长 25%，核心 EBITDA 增长 11%，均符合我们预期。尽管收入增长强劲，但由于广

告和营销活动的增加，核心盈利增长趋于平缓，相信对长远发展有利。随着负债率下降，在 2014 年起暂停三

年后，公司恢复了股息支付，尽管只占其核心净利润 20%，相比之前曾高达 70%的水平。股价现为 2019/20 年

17 倍/13 倍预期市盈率。鉴于其颇为强劲的增长前景，我们认为该股被低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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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