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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策略 ― 半年度检讨来临，挖掘潜在“港股通”新成员 
2019 年 8 月中旬恒生指数公司将宣布对恒生综合指数 (HSCI) 成分股进行本年内第二轮检讨结果，预计正式调

整将于 9 月 9 日正式生效，届时港股通名单也将随之变化。我们根据恒生指数公司针对 HSCI 的筛选标准以及

上交所、深交所对个股进入港股通的要求，预测本次可能被调入/调出的港股通名单。 
 

中国电力行业 ― 值得欢呼    
建议关注: 华润电力 (836 HK; 11.18 元; 目标价: 16 元); 华电国际 (1071 HK; 3.03 元; 目标价: 4.4 元); 中国电力 
(2380 HK; 2.01 元; 目标价: 2.1 元); 华能国际 (902 HK; 4.67 元; 目标价: 5.96 元) 

中国发电企业 2019 年二季度业绩将录得同比增长，主要受益于 4 月份实际燃煤上网电价上调 2%-3%。计入增

值税税率的变化后，二季度煤价基本持平。考虑到电价提升和其他因素的影响，我们将行业 2019 全年盈利预

测上调 7%-29%，目标价上调 2%-6%，将内地电力生产商的投资评级都提升一级至建议关注。华润电力则维持

关注。 
 

中国啤酒行业 ― 偏凉的夏季    
建议回避：青岛啤酒 (168 HK; 47.5 元; 目标价: 42 元)  

安海斯-布什英博 (Anheuser-Busch InBev) 上周五晚宣布，将停止在香港上市其亚太地区业务部门“百威亚太控

股” (Budweiser Brewing Company APAC) 的计划，该上市计划原被认为将是 2019 年全球最大规模的首次公开

招股 (IPO)。消息应完全出乎市场预料，因为当前距其计划中 PIO 时间仅仅一周。除了估值昂贵，我们认为投

资者对啤酒行业整体态度较保守是导致 IPO 流产的另一罪魁祸首。不利的市场环境和宏观条件以外，我们重申

对啤酒板块审慎的观点。 
 

中联重科 (1157 HK; 4.97 元; 目标价: 6.98 元) ― 业绩预增    
中联重科公布业绩预增，估计 2019 年上半年盈利达 24 亿-27 亿元人民币，意味着今年二季度盈利同比上升

171%至 212% (一季度同比增长 166%)。强劲的需求、利润率扩张、成本节省和正运营杠杆 (提高利用率) 是四

个推动因素；且鉴于地方政府基础设施债券的强势部署，它们下半年将继续发挥作用。我们将 2019/20 年盈利

预测分别上调 55%/56%，预计同比增长 124%/17%。仍沿用 2020 年 12 倍预期市盈率的估值，目标价从 5.88
元升至 6.98 元。该股是我们在中国机械板块的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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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