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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国际 (3311 HK; 7.34 港元; 目标价: 10.88 港元)  
财务费用及减值令业绩承压  积极把握大湾区机会    
 
公司 2018 年收入+10.9%业绩-18.0%，核心净利润同比+5.0%。公司 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 556.3 亿港元，同

比+10.9%；核心净利润 53.2 亿港元，同比+5.0%；归母净利润 45.0 亿港元，同比-18.0%；考虑供股后 EPS 
0.89 港元，同比-25.0%，受制于 2018 年内地基建下行，整体上公司业绩稳中有降。其中内地/香港/澳门实现

收入 306.2 亿/148.8 亿/70.3 亿港元 (同比+23.2%/-0.9%/-12.8%)。内地基建项目稳步推进贡献核心增长；香港

私人住宅市场回暖，项目结算节奏加快；澳门政府工程逐步增加，预计未来营收稳步回升。 
 
毛利率小幅增加至 15.6%，财务费用高增及大额减值拖累业绩，18H2 现金流大幅改善。2018年公司综合毛利

率同比+0.4pct 至 15.6%，主要由于毛利率较高的内地业务增速较快导致占比提升及香港业务毛利率提升所

致。公司费用率为 5.7%，同比+0.8pct，其中销售管理/财务费用率分别为 2.5%/3.2%，同比-0.3/+1.1pcts；由

于银行借款同比+50.3%至 348亿港元，导致财务费用大幅上行。此外公司投资和其他亏损 3.6亿港元，主要为

两高速公路项目因车流量下降计提了 8.2 亿港元减值损失，及比去年同期减少 4 亿港元物业重估收益所致。

2018 年经营现金净流出 19.3 亿港元 (2017 年净流出 48.5 亿港元)，其中 18H2 经营现金流净流入 21 亿港元 
(17H1/18H2 分别为净流出 27 亿/40 亿港元)，环比同比均大幅改善。 
 
净借贷比率较 2018 年中有所下降但仍处高位，订单顺利完成年初目标。目前公司净借贷比率 53.7% (同比

+12.9pcts)，预计公司将通过多元化融资途径继续降低净借贷比率。公司 2018 年新签 1,201.5 亿港元 (同比

+16.5%)，顺利完成 1,200 亿港元订单指引，2019 年订单指引为 1,200 亿港元。2018 年公司在手订单 3,653.1
亿港元 (同比+18.2%)，其中内地在手订单 2,726.0 亿港元 (同比+26.0%)；未完工订单 2,365.6 亿港元 (同比

+25.8%)，是 2018 年收入的 4.3 倍，保障业绩稳定增长。 
 
内地基建业务料将回升，港澳业务积极把握粤港澳大湾区机遇。公司在内地以基建建设和投资项目为主，在补

短板及融资的持续细化推进下，基建板块料将触底回升，公司料将选择承接周转率较快的内地项目。港澳方

面，2019 年 2 月 28 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出台，大湾区基建建设投资或将提速，公司为粤港澳地

区的建筑龙头企业，可凭借规划的逐步落地进一步地提升港澳地区的承接订单额。 
 
风险因素：1.基建回暖不及预期；2.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不及预期。 
 
建议关注：考虑到 2018 年后公司不再重估投资物业的公允价值且已充分计提 BOT 项目减值损失，我们下调

2019/20 年并新增 2021 年公司盈利预测，2019/20/21 年净利润预测为 54.7 亿/64.8/76.4 亿港元，对应

2019/20/21 年 EPS 分别为 1.08/1.28/1.51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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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