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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外 (688 HK; 29.95 元; 目标价: 37 元) ― 未来将释放增长    
中国海外发展 2018 年业绩温和，基本净利润增长 8.3％，但没有提高股息支付率。公司前景无忧，未入账的合

约销售总额 1,760 亿港元，同比增长 23％，相当于 2018 年全年的预订收入。合约销售增长高达 27％，考虑到

公司长期的土地储备和恰到好处的时点选择，未来高利润有望持续。我们将 2019/20 年盈利预测分别下调 8％

/4％，以反映入账速度放缓。目标价 37 元不变，大约相当于 2019 年预期市盈率 8 倍，建议继续关注该股。 

 

恒基地产 (12 HK; 46.1 元; 目标价: 45 元) ― 退休与继承    
恒基地产业绩会最重要的发布应该是主席李兆基宣布考虑从主席及总经理的位置上退下来，并任命两个儿子为

联席主席和总经理。李博士对少数股东的公平、精明的商业管理以及慷慨的股息政策使公司股息自 2012 年以

来上涨了 210％，建立了很高的比较基础。在新任联席主席建立新的业绩记录之前，市场可能下调其评级。 

 

舜宇光学 (2382 HK; 96.6 元; 目标价: 115.84 元) ― 乐观的指引    
舜宇光学 2018 年下半年营业利润低于预期，因相机模块毛利率下滑。管理层预计三摄像头配置、生产线优化

和利用率的提升将有助 2019 年利润率回升。由于三个业务部门的销量增长预期强劲，公司将 2019 年资本支出

预算增加至 30 亿元人民币。我们将 2019/20 年净利润预测分别下调 2.5％/4.7％。该股年初至今已反弹 37％，

建议投资者继续关注。 

 

通达集团 (698 HK; 0.85 元; 目标价: 1.2 元) ― 为未来做好准备    
通达集团 2018 年利润同比下跌 46％，大致符合其盈利预警。我们预计 2019 年智能手机行业将迎来又一个艰

难的年头。不过，公司向套管材料过渡的准备十分充分，新客户将推动产量增长；而新的偶极子天线将提供长

期增长动力，加上三防产品的扩张。由于无进一步拨备，销售组合也有改善，我们预计公司毛利率将反弹。该

股估值为 2019 年 6 倍预期市盈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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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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中信证券、Credit Agricole Corporate & Investment Bank 及/或其各自附属机构的情况。如投资者浏览上述网址时遇到任何困难或需要过往日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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