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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达 (1359 HK; 2.17 元; 目标价: 2.2 元) ― 不良贷款的市况艰难    
最新调查显示，由于供应增加，今年不良贷款组合的价格下跌，这对致力于加强传统业务的中国信达来说是好

消息。但这并不意味着回报会更高，因为宏观疲弱在导致供应量增加的同时，也令处置不良贷款更加困难。影

子借贷业务也面临更高的信用风险。预计 2019 年利润反弹幅度更大，然而其原因是没有投资损失。前滚至

2020 年，我们的目标价从 2.13 元略微上调至 2.2 元。建议继续回避该股。 
 
敏华控股 (1999 HK; 4.69 元; 目标价: 5.6 元) ― 方向正确    
由于基数和春节假期的影响较大，2019 年 1-2 月敏华控股的销售再次放缓，但 3 月份恢复了势头，表明触底反

弹的方向是正确的，尽管可持续性仍值得关注，潜在住宅建筑面积完工数量的反弹有望推动需求。中美达成积

极贸易协议的可能性也为毛利率上升提供了潜在动力。随着复苏潜能增强，我们将目标价从 4.6 元提升至 5.6
元。建议继续关注该股。 
 

旭辉控股 (884 HK; 5.95 元; 目标价: 7.7 元) ― 电话会议亮点    
今年 3 月，旭辉控股的合约销售增速陡然反转，从 1 月及 2 月分别下跌 11%及 7%变为同比上升 87%，增幅令

人惊讶。据管理层解释，市场情绪好于预期是主要原因，公司为受益此销售窗口推出了更多的项目。市场情绪

改善则是因为各种优惠政策的调整，包括抵押贷款、价格上限、开发商信贷和户口政策。我们认为这标志着一

二线市场出现转机。旭辉控股是极少数目前股价仍比最高点低 20%的优质一二线市场房地产开发商之一，如果

实体经济开始转好，该股当前 5.5 倍 2019 年预期市盈率和 6.5%的回报率的估值是不高的。我们重申该股是我

们的行业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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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