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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重型卡车行业 ― 2019 年上半年销售表现    
建议关注：潍柴动力 (2338 HK; 12.6 元; 目标价: 17.82 元) 

中国重型卡车 2019 年上半年的批发量同比下跌 3%至 652.6 万辆，潍柴动力表现优异，而中国重汽 (3808 HK) 
表现不佳。节省成本的措施提振了中国重汽和潍柴动力的盈利，但高利润率柴油发动机的市场份额增长是反周

期性的，并支持潍柴的盈利。我们调整了 2019/20 年行业盈利预测，但维持估值倍数。建议关注潍柴动力，新

目标价 17.82 元。 
 

创科实业 (669 HK; 59.55 元; 目标价: 72.5 元) ― 推动美好未来    
凭借其强大的品牌、技术和执行力，创科实业在抵御全球金融危机的困境后，其电动工具业务的销售额持续增

长。增长势头源于无线产品在非住宅领域的扩展、产品组合、不断创新和区域市场份额增长，而研发和电池技

术能力为发展提供了基础。我们预计 2018-21 年公司核心利润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17.9%，自由现金流强劲，

支持股息上行。建议关注该股。 
 

昆仑能源 (135 HK; 7.27 元; 目标价: 9.7 元) ― 触底反弹    
在香港和新加坡的推介过程中，我们对昆仑能源的建设性观点引起了与会者的兴趣，而市场多数投资者都看淡

该股。随着我们总结的两个主要问题得到解决，公司股价上周反弹超过 10%。我们认为该股仍是投资中国长期

天然气需求发展的最佳方式之一，而管道改革的进一步明确将推动估值修复。我们重申目标价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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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