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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策论 ― “缩表”之变对海外中资股影响如何？ 
根据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FOMC) 3 月的会议内容，美联储计划 2019 年或不加息，缩表放缓至 9 月结束。我

们预计 2019 年内流动性维持相对宽松格局，但是不排除长期 (未来 3-5 年内) 重启缩表的可能性。就 2019 年而

言，我们建议投资者从利率和汇率两个维度结合行业基本面把握海外中资股投资机遇。 
 

裕元集团 (551 HK; 26.5 元; 目标价: 30.8 元) ― 看到隧道尽头    
在 2018 年，裕元集团的订单模式、订单透明度以及产品组合方面都遇到无数逆风。进入 2019 年，这三个因素

将会逆转，其中两个更可能成为利润率和增长的可持续动力。我们认为公司正在走出隧道尽头，之后竞争可能

会略微缓解。我们认为公司在 2019 年的盈利确定性更高，并将目标价格从 30.7 元提升至 30.8 元。建议继续关

注该股。 
 

华润电力 (836 HK; 12.06 元; 目标价: 16.1 元) ― 违背承诺的成本    
华润电力 2018 年盈利能力大幅超越同业，其核心股本回报率 (ROE) 为 9.5%，高于同业 1%-4%的股本回报

率。华润电力盈利持续复苏，公司预期今年煤炭价格下跌 5%-8%。另一方面，我们对公司调整未来的股息政策

并不太意外，但市场普遍认为公司于 2018 年削减 62%分红是违背了早前的承诺。因此，我们因公司的管治因

素而扣除 10％的公允价值，将目标价格从 18.4 元降至 16.1 元，但仍建议继续关注该股。 
 

中国建材 (3323 HK; 6.35 元; 目标价: 6.16 元) ― 减值损失    
由于减值损失高于预期，中国建材 2018 年净利润同比增长 63%至 80.67 亿元 (人民币，下同)，比我们及市场

预测分别低 11%和 19%。全年减值亏损总额为 55 亿元，当中商誉减值占 22 亿元，资产减值占 32 亿元，相对

于 2017 年的 13 亿元为高。到 2018 年底，商誉价值仍占公司总资产净额 46%，这长期忧虑使我们无法对公司

持有正面的看法。我们将 2019/20 年的盈利预测下调了 7%/5%以反映进一步的资产减值，但将基于分类加总估

值法 (SOTP) 的目标价格从 5.99 元上调至 6.16 元，建议继续回避该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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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