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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力行业 ― 加入敌阵    
建议关注: 华润电力 (836 HK; 11.46 元; 目标价: 15.7 元); 华电国际 (1071 HK; 3.48 元; 目标价: 4.07 元); 华能国

际 (902 HK; 4.84 元; 目标价: 5.5 元); 大唐发电 (991 HK; 2.17 元; 目标价: 2.9 元) 
建议回避: 中国电力 (2380 HK; 2.06 元; 目标价: 2 元) 

中国燃煤电力生产商越来越羡慕受补贴风电项目的稳定和高回报，尤其是大约一半的燃煤项目在当前煤价下录

得亏损。这解释了为什么华能国际、华润电力和中国电力正在大力拓展风电业务。当然，前提是政府对可再生

能源的补贴不变，而且风电项目储备的补贴电费可得到兑现。建议继续重点关注华润电力。 
 

中国联通 (762 HK; 9.57 元; 目标价: 11.5 元) ― 首季移动业务受压    
中国联通 2019 年一季度业绩因移动服务收入下滑而令人失望。服务总收入同比增长 0.5％，比我们的预期低

3%，而净利润同比增长22%至37亿元 (人民币，下同)，比我们的预期低6.5%。该季移动业务收入下降5.2%，

主要由于取消数据漫游费和激烈竞争所产生的传递效应。然而，在行业互联网业务的推动下，有线业务收入增

长加速，同比上升 9.4%。公司将加快 900MHz 频谱的 4G 部署，但资本支出仍将低至 580 亿元。考虑到移动业

务增长放缓，我们将 2019-21 年的盈利预测下调 2-3%，目标价维持在 11.5 港元不变。建议继续关注。 
 

中国移动 (941 HK; 75.45 元; 目标价: 87 元)  
移动业务一季度令人失望    
中国移动 2019 年一季度业绩不及预期，服务收入同比下降 0.5%至 1,659 亿元 (人民币，下同)，比我们的预测

低 4%，净利润同比下降 8.1%至 237 亿元，比我们的预测低 14%。由于移动市场日趋成熟和竞争激烈，有关业

务令人失望。移动用户同比仅增 3.6%；受数据降费和取消数据漫游费的影响，ARPU 同比下降 9.7%至 50.3
元。有线服务收入同比稳步增长 30%，但不足以抵消移动服务收入的疲软。2019 年可能继续面对挑战，因为

5G 服务将在 2020 年实现商业化。2019 年的股息支付可能持平。我们将 2019 年盈利预测下调 1.4%，2020 年

盈利预测下调 2.4%，并将目标价从 94 港元降至 87 港元。建议继续关注该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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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