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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博彩行业 ― 一季度业绩回软  但预期未来增长    
建议关注：银河娱乐 (27 HK; 58.35 元; 目标价: 68.05 元); 澳博控股 (880 HK; 9.45 元; 目标价: 10.88 元);  
永利澳门 (1128 HK; 20.85 元; 目标价: 24.03 元); 美高梅中国 (2282 HK; 16.36 元; 目标价: 18.16 元) 

建议回避: 金沙中国 (1928 HK; 43.15 元; 目标价: 43.23 元) 

我们对澳门博彩业 2019 年一季度盈利的预期较低，因为考虑到季节因素、较高的基数和低迷的宏观经济对行

业总收入增长的压力。我们对六家博彩运营商中四家的一季度季 EBITDA 预测低于市场共识，但我们对澳门博

彩业 2019 全年总收入同比增长 5％的预期仍远高于市场共识。未来基数逐步降低以及当前正面的宏观领先指标

给了我们信心。我们将六个博彩运营商 2019 年 EBITDA 预测提升 1%-5％，并全面提升目标价。 
 
中国汽车行业 ― 不可能的任务    
建议关注: 华晨中国 (1114 HK; 8.65 元; 目标价: 9.71 元); 东风集团 (489 HK; 8.12 元; 目标价: 10.55 元);  
长城汽车 (2333 HK; 6.47 元; 目标价: 9.84 元); 广汽集团 (2238 HK; 9.45 元; 目标价: 10 元) 

在今年 6 月 25 日削减补贴之前，中国的汽车制造商和经销商加速提高新能源汽车的渠道库存。我们将 2019 年

新能源汽车的增长预测从 40％下调至 30％，原因是补贴减少，零售价上升和需求下降。鉴于减税的积极影

响，我们对内燃机增长的预期从同比下降 12％调整至下降 8％。由于汽车制造商无法达到新能源汽车占比 10％
的要求，今年三季度的出货量可能因新能源汽车销售放缓和 2019 年的其他风险而落后于预期。 
 
海螺水泥 (914 HK; 50.45 元; 目标价: 58.8 元) ― 意志与方式    
我们与海螺水泥的投资者关系负责人一起，为英国投资者举办了一次电话会议，讨论公司业务更新和中期战

略。在 2019 年一季度表现强劲之后，二季度迄今为止的业务运营已显示出弹性。管理层对 2019 年的前景充满

信心。从中长期来看，公司寻求发展并认为高盈利能力可以持续。此次电话会议再次肯定了我们对公司的正面

看法。该公司仍然是我们的行业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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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