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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券商行业 ― 提振市场情绪 
中国外汇监管机构国家外汇管理局 (SAFE) 刚刚宣布取消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和人民币境外合格机构

投资者 (RQFII) 的配额限制。我们认为，这为外国投资者长期增加人民币资产铺平了道路。短期内，预计 A 股

流量不大，因为希望购买更多股票的投资者可以使用交易互联互通机制 (Stock Connect) 来绕过配额限制。但

其象征意义 (进一步开放中国资本市场) 可能会提振市场情绪。券商可能随着平均每日成交量和孖展  (margin) 
贷款的增加而反弹。我们继续看好券商行业。 
 
中国软件国际 (354 HK; 3.57 元; 目标价: 5.25 元) ― 扩展云管理服务    
中国软件国际是内地领先的 IT 服务提供商，其中 83%来自传统 IT 外包，17%来自基于云端的解决方案。2017
年以来，公司成为华为云计算的最高级别合作伙伴，从而扩展了云业务。公司提供云产品 (云端管理平台/平台

即服务 (PaaS)/软件即服务 (SaaS)) 以及相关服务 (云迁移/运营/维护)。根据国际数据资讯 (IDC) 的数据，我们

预计中国的云端管理服务市场规模还有进一步扩大的空间，到 2023 年有望达到 44.6 亿美元 (2018 年为 3.07 亿

美元)。 
 
中国龙工 (3339 HK; 2.04 元; 目标价: 2.7 元) ― 现金充沛    
中国龙工 2019 年上半年收入/营业利润分别同比增长 1.7%/1.9%，但净利润同比飙升 26%至人民币 8.89 亿

元，原因是 A 股金融投资的一次性收益达到人民币 1.6 亿元。剔除一次性影响，核心盈利同比增幅为 9%。我

们提高 2019/2020 年投资收益预期分别至 26%/4%，相应将 2019 及 2020 年盈利预测均上调 4%。基于 7 倍

2020 年市盈率 (原为的 9 倍)，我们新的目标价为 2.7 港元，股本回报率为 17%。建议继续关注。 
 
北控水务 (371 HK; 4.32 元; 目标价: 5.4 元) ― 专业的水务项目交易    
北控水务 2019 年上半年的业绩略高于我们预测，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其摆脱重资产导向增长的模式。对于水环

境项目，公司将持少数股份并运营服务；对于水厂项目，公司将首先投资，然后通过资产担保证券在市场出

售。管理层预计这样的模式将在实现盈利增长的同时降低资本支出。我们微调盈利预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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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