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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房地产业 ― 3 月数据有改善，前景依然谨慎 
2019 年 3 月，一线和二线城市的房屋销售分别同比增长 31%和 8%。虽然买家情绪正在改善，但许多销售经理

仍不相信情绪的回升足以推动二季度销售录得同比增长。我们覆盖的房地产项目价格环比上涨 0.02%，开发商

的定价前景更为乐观，但高库存水平将继续影响未来几个月的价格增长。除了一些政策调整之外，几个小城市

已宣布对首次购房者的补贴。 
 
莎莎国际 (178 HK; 2.76 元; 目标价: 3.45 元) ― 新的战略举措    
莎莎国际 2019 财年四季度 (截至今年 3 月) 销售同比下降 7%。鉴于近期销售疲软，管理层正在制定新的战略举

措，例如建立批发业务、加强商店网络和微调产品组合。公司还将在 5 月推出新产品。进入 2020 财年二季

度，高基数因素应已得到反映。2019 年 4 月的第一周，香港及澳门的同店销售额下降了 15%。我们预计新策

略将在 2020 财年下半年开始做出贡献，届时基数也会更低。我们将目标价从 3.6 元下调至 3.45 元。建议继续

关注该股。 
 
比亚迪电子 (285 HK; 11.42 元; 目标价: 19.3 元) ― 进入下一个成长期    
凭借在材料科学、自动化和设备生产方面强大的研发团队，比亚迪电子正在打破蓝思科技 (Lens Tech) 与伯尔

尼光学 (Biel Crystal) 在智能手机后盖玻璃领域的双寡头地位，并在华为、小米、vivo 和 Oppo 旗舰智能手机中

抢占市场份额。加上其市场领先的金属外壳功能，比亚迪电子将提供全面的外壳解决方案，以实现 5G 智能手

机升级。我们给予目标价 19.3 元，基于 2020 年 11 倍市盈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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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