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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和 (1 HK; 81.6 元; 目标价: 94 元) ― 继续产出现金    
长和 2018 年调整后的经常性利润同比增长 14%至 378 亿港元，主要由于赫斯基能源 (Husky)、屈臣氏 (AS 
Watsons)、意大利电信分部的增长和较低的少数股权支持了业绩。公司在业绩简报中强调，将继续推动零售资

产数字化的战略以及港口业务自动化。自由现金流达 203 亿元，加强了资产负债表。总体而言，我们分别上调

2019/20 年盈利预测 4%/2%。考虑到债务减少和收益增加，我们的目标价从 86 元升至 94 元。建议继续关注。 
 

中国移动 (941 HK; 83.1 元; 目标价: 94 元) ― 移动业务令人失望    
中国移动 2018 年下半年业绩疲软，服务收入总额同比增长 1.8%至 3,150 亿元 (人民币，下同)，比预期低 4%; 
净利润同比增长 1%至 520 亿元，比预期低 2%。移动业务的收入同比下跌 5.7%，令人失望；但由于成本控制

严格，利润率保持稳定。4G 市场走向成熟阶段，移动业务的增长可能比较温和，管理层指引 2019 年派息率将

维持稳定。该股可能缺乏催化剂。我们将 2019-21 年收入预测下调 2%-4%，但维持净利润预测基本不变。股价

年初至今上涨 10%，我们维持 94 港元的目标价，意味着还有 13%的上行空间，可继续关注该股。 
 

中国石油 (857 HK; 5.39 元; 目标价: 6.7 元) ― 预期在上升    
由于 2018 年四季度油价暴跌以及营销业务不佳，中国石油 2018 年净利润未达到此前预期的 5％。不过，公司

在勘探开发和天然气和管道领域继续改善，同时全年股息符合我们预期。我们认为，提高勘探开发业务盈利能

力、加强资本配置、潜在的管道重组等一系列因素将重振资本回报，推动重估。建议继续关注。 
 

中海油 (883 HK; 14.02 元; 目标价: 16 元) ― 业绩体面    
中海油 2018 年净利润与我们的预测基本一致。正面来看，公司三年来首次实现产量增长，同时总成本进一步

下降了 6.6%，比 2013 年低 32%。商品油和天然气价格为公司带来盈利弹性，因此该股仍是区域内最好的石油

投资标的之一。鉴于其盈利持续复苏，净资产收益率上升，储备和生产的担忧缓解，加上强劲的现金产出，我

们继续看好公司中期前景，仍建议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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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