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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河娱乐 (27 HK; 51.05 元; 目标价: 60.05 元) ― 地区业务的担忧    
银河娱乐报告 2019 年一季度业绩，调整后的 EBITDA 同比下降 8%至 40 亿港元。贵宾厅收入同比降 25%，中

场收入增长 9%。贵宾厅和高端中场疲软显而易见，因为市场不景，行业竞争日趋激烈。然而，核心中场业务

继续强劲，其赢率有结构性的改善。鉴于高端市场的疲弱，我们将 2019/20 年 EBITDA 预测下调 8%，目标价

从 68.05 元降至 60.05 元，建议继续关注。 
 
华虹半导体 (1347 HK; 15.44 元;目标价: 12.7 元) ― 需求缺乏保障    
华虹半导体一如既往地保持乐观。鉴于贸易战导致对半成品的需求不断增长，我们可以理解。但中国内地可供

选择的 8 英寸晶圆代工厂多于 12 英寸代工厂。长期增长固然重要，但我们认为三个因素或许限制公司近中期利

润增长：1) 动力离散库存不断增加并推动中国新能源汽车 (NEV) 需求增长；2) 由于公司更积极地扩张，未来毛

利率压力更大；3) 如 Vanguard 报告中说，当更多整体组件制造商 (IDMs) 建造/购买他们自己的 12 英寸晶圆去

制造 8 英寸产品时，对 8 英寸的供求将下降。另外，相比其历史估值，该股当前价格昂贵，因此我们重申目标

价 12.7 元，建议继续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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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