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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必需消费品行业 ― 论坛及调研摘要    
建议关注：H&H 国际 (1112 HK; 43 元; 目标价: 66.6 元); 蒙牛乳业 (2319 HK; 29.05 元; 目标价: 36.6 元); 
江南布衣 (3306 HK; 14.88 元; 目标价: 21 元) 

上周，大约十家必需消费品公司参加了我们在青岛举办的中国论坛。另外，我们考察了在四川和湖南的行业渠

道，以了解整体消费情绪，虽然消费交易在主要食品的传统淡季二季度依然活跃。夏季即将到来，饮料和啤酒

企业可能因气候较凉爽而面对逆风，我们建议投资者谨慎。我们的首选仍是 H&H 国际、蒙牛乳业、江南布衣。 
 

中国消费品行业 ― 排除噪音，寻找价值    
建议关注：李宁 (2331 HK; 12.6 元; 目标价: 16.6 元); 申洲国际 (2313 HK; 96.65 元; 目标价: 129 元) 

我们在海南以及青岛的中国论坛上见到了 20 多家消费品公司的代表。行业层面，我们对运动服和免税店逐渐变

得更加乐观，但对家电和酒店行业更为审慎。个股层面，我们试图在暂时的噪音中找出核心业务实力 (或弱

点)，在市场对逃离风险的过程中寻宝。无论从预期上升空间还是业务发展前景来看，李宁和申洲国际都仍是我

们的行业首选。 
 

中国光大国际  (257 HK; 7.21 元; 目标价: 9.1 元) ― 估值吸引    
废转能 (WTE) 关税降低的风险是投资者关注的主要问题。在我们的青岛论坛上，中国光大国际重申正在增加发

电量来缓解这种情况。我们还参观了公司在青岛的污水处理项目，该项目维持海滨清洁美丽，成了非常受欢迎

的婚纱照场地，再次显示人们愿意为美好的环境做出长期开支。近期股价调整后该股估值吸引。我们建议继续

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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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