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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策略 ― 时机已现 
昨日恒生指数收涨 3.9%，收复 26,500 点位，创去年 11 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我们认为“修例”风险事件开始

缓和，投资者风险偏好逐步回暖，港股低估值板块将优先受益。我们重申港股迎来最佳长期配置时机的观点，

看好高股息率且具备稳定盈利能力的板块，如金融 (银行+保险)、地产建筑等，同时之前由于投资者预期扰动下

跌的教育等消费板块也值得配置。 
 

澳门博彩行业 ― 估值已反映压力    
建议关注：银河娱乐 (27 HK; 51.8 元; 目标价: 61.49 元); 金沙中国 (1928 HK; 36.85 元; 目标价: 43.69 元);  
澳博控股 (880 HK; 7.68 元; 目标价: 10.04 元); 永利澳门 (1128 HK; 16.36 元; 目标价: 22.4 元); 美高梅中国 
(2282 HK; 12.22 元; 目标价: 16.31 元) 

尽管巨大的宏观逆风和疲弱的消费者信心继续压制澳门的贵宾厅博彩业务，但富有弹性的中场正在推动

EBITDA 的增长，进而推动利润率扩张和现金流。此外，随着澳门基础设施的改善，中期前景仍然稳固。估值

看来具有吸引力，因为股价已经反映了当前全球贸易紧张局势的下行风险，行业估值相对其长期企业价值倍数

平均值已经低了 1 个标准差。我们看好所有澳门博彩股，建议重点关注永利澳门、美高梅中国。 
 

中国营养品行业 ― 阿里月度销售更新    
阿里巴巴的营养补充品销售额 2019 年 8 月增长了 18%，主要受单价规模的影响。在我们覆盖的主要营养补充

剂公司中，H&H 国际 (1112 HK) 旗下 Swisse 该月销量和平均销售价格均强劲反弹，主要归功于天猫 (Tmall) 
在 8 月底举办的超级品牌日活动。与此同时，尽管基数较低，同业 Blackmores (BKL AU) 也录得可观的同比增

幅。虽然代购的销售额同比持续萎缩，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商家回归，跌幅有所收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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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