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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策略 ― 新科“港股通”结果出炉 
2019 年 9 月 9 日，港股通股票池年内第二轮调整结果公布，共调入 27 只，调出 35 只，由此最新港股通股票

池共 473 只股票，调整结果自 9 日起正式生效。实际调入的 27 只股票集中分布在消费制造业。近期港股核心

观点：长期资金最佳配置的时机。 
 
中国石油 (857 HK;4.12 元; 目标价: 5 元) ― 疲弱的下游抵消上游利润   
中国石油 2019 年上半年业绩疲弱，其净利润同比仅增 3.6%，因为下游业务的不景抵消了韧性的上游 (勘探和

生产) 的利润。天然气和管道的利润也受到超预期的进口天然气损失的拖累。该股当前估值便宜，交易价曾跌至

10 年低点。然而，国家石油和天然气管道公司的不确定性可能会限制其股价的上行空间。我们将目标价下调至

5 元，但考虑到其目前估值水平，仍建议继续关注。 
 
中海油服 (2883 HK;9.72 元; 目标价: 9.85 元) ― 明显优于预期   
中海油服 2019 年上半年收入同比增长 67％至 136 亿元 (人民币，下同)，净利润 9.73 亿元，相比 2018 年上半

年的净亏损 3.75 亿元。2019 年二季度净利润飙升至 9.42 亿元，为自 2015 年二季度以来最佳季度业绩。强劲

的复苏主要归因于两点：1) 工作量增加令钻井服务部门扭转，产能利用率提高带来正面的运营杠杆；2) 油井服

务部门增长良好。在中海油 (883 HK) 政策驱动的资本支出上升周期，中海油服依然是受益者之一。我们将目标

价从 9.28 元上调至 9.85 元，并由回避转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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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