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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基础材料 ― 前景转弱 
我们的跟踪显示，2019 年 4 月钢铁、水泥和铝需求均有增长，但由于市场对房地产行业的预期较低，基础材料

板块 5 月份前景比较疲软，虽然仍应录得正增长。然而，随着贸易战的加剧，中国政府可能放松政策，包括房

地产政策。贸易战的升级也再次考验政府实施环境控制措施的可持续性。目前，控制仍在，尽管各行业的实施

情况有别。煤炭方面，低热值煤炭的供应紧张将使印度尼西亚受益，而进口反弹可对价格构成压力。 
 

信义玻璃 (868 HK; 7.95 元; 目标价: 10.9 元) ― 需求回升放缓    
信义玻璃参加了我们上周在青岛举行的中国论坛。管理层表示，在需求回升放缓的情况下，年初至今浮法玻璃

价格低于预期，因此我们采用更保守的浮法玻璃平均售价预测；同时，2019 年 5 月以来出货量开始有所增加。

另外，公司正在东南亚和中东地区寻找新的生产基地，有可能取代位于马来西亚的浮法玻璃第三期基地，该基

地的生产不及预期，但马来西亚厂有助于减轻贸易战带来的逆风。该股现价为 2019 年 8.6 倍预期市盈率和

5.7%股息收益率，我们认为已基本反映风险。我们将目标价从 11.6 元下调至 10.9 元，建议继续关注。 
 

联想集团 (992 HK; 5.88 元; 目标价: 7.7 元) ― 业绩超预期    
短期内，虽然贸易纠纷可能继续主导市场情绪，但联想集团的业务基本面仍在不断改善，主要受益于 2019 财

年四季度 (2019 年 3 月结) 的良好业绩。收入符合共识，但稳健的个人电脑业务利润率 (+ 5.2%) 和移动业务盈

亏平衡推动营业利润达到 2.83 亿美元，比市场预期高出 17%。数据中心业务依然缓慢 (收入同比增长 2%) 主要

是因为客户正在等待新的 CPU 平台。管理层表示，受到软体定义、5G、软件和服务投资的推动，数据中心的

份额仍在扩展，我们预计未来几个季度的税前收入将有所改善。我们微调盈利预测，并根据 2021 财年 10 倍非

通用会计准则市盈率作估值，将目标价从 8.17 元降至 7.7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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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