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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疗保健行业 ― 中国论坛摘要    
上周，我们邀请了医疗保健上市公司参加我们在青岛举行的中国论坛。与药品制造商沟通后，我们认为政策不

确定性仍是 2019 年下半年医疗行业的风险，尤其在仿制药领域。相比之下，服务提供商和疫苗公司不会直接

受到负面政策的影响，有望成为医疗保健资金的避风港。 
 

新创建集团 (659 HK; 15.92 元; 目标价: 18.1 元) ― 现金积累    
新创建集团是新世界发展 (17 HK) 的基础设施和服务旗舰，正在为 2019 下半财年 (6 月结) 的快速盈利复苏奠

定基础，预计 2020 财年将有强劲增长。充足的经常性自由现金流将支持收购和本已慷慨的股息。更好的金融

业务令该股得到结构性重估，我们认为未来可持续。我们的目标价为 18.1 元，基于未来一年预期资产净值

20％的折扣，建议关注。 
 

中国物业管理行业 ― 可能追上    
建议关注：碧桂园服务 (6098 HK; 14.26 元; 目标价: 17.7 元); 中海物业 (2669 HK; 3.44 元; 目标价: 4.96 元);  
绿城服务 (2869 HK; 5.8 元; 目标价: 8.35 元) 

我们最近访问了我们覆盖的物业管理公司。受访者认为，行业受到去年下半年业绩的支持，但贸易紧张局势会

对其产生重大影响; 碧桂园服务及中海物业维持其建筑面积及增值服务稳健的指引，而绿城服务下调了对增值服

务毛利率的预期。我们认为，由于碧桂园服务的项目密度依然较低、基数较高，该公司应拥有最大的经营杠杆

空间；绿城服务的物业代理业务 3 月份录得较好业绩。建议关注领先的物业管理股。 
 

伟易达 (303 HK; 70.3 元; 目标价: 65 元)  
2019 财年合预期，2020 财年不确定    
伟易达 2019 财年 (2019 年 3 月结束) 净利润同比下跌 17%，符合我们的预测以及公司的更新，电信板块收入下

滑幅度小于预期，主要因为毛利润略低于预测和运营费用的升高。尽管材料成本下降，但由于美国业务权重较

大，因此电信部门的困难仍将拖累公司收入。由此可见，2020 财年大概率是又一个业绩难以确定的年度，盈利

能见度较低。我们将目标价从 75 元降至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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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