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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创建集团 (659 HK;13.94 元; 目标价: 18.6 元)  
出售北京首都机场剩余股权   
新创建集团以 7.81 亿港元 (平均每股 6.5 元) 出售其在北京首都机场 (694 HK) 剩余的 6.4%股权 (1.202 亿股)，
交易于 2019 年 9 月 9 日完成。这再次印实了我们的投资理论，即资产出售可缩窄资产净值折让幅度。考虑此

宗股权出售，我们将公司 2020 和 2021 财年 (截至 6 月底) 的经常性利润预测分别下调 0.6%和 0.5%。我们认

为公司有可能进一步出售资产，加固我们对该股的正面观点。维持目标价 18.6 元，建议继续关注。 
 

新鸿基地产 (16 HK; 116.9 元; 目标价: 132 元)  
2019 财年业绩   
新鸿基地产公告 2019 财年 (截至 6 月底) 基本净利润为 324 亿港元，同比增长 6.6%，主要受房地产销售利润率

提高和租金 EBIT 增长 5.5%的推动。利润比我们的预测低 4%，但主要是由于公司采用了新的会计准则 
(HKFRS 15)，推迟了物业销售的确认。管理层宣布全年股息 4.95 港元，同比升 6.5%，与利润增长保持一致。

截至 2019 年 6 月，净负债率仍低至 13.6%，相比 2018 年 6 月的 12.8%。我们正在审视对公司的盈利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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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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区：对于本研究报告所评论的证券及金融工具，中信证券经纪及其每一间在香港从事投资银行、自营交易或代理经纪业务的集团公司，(i) 有需
要披露的财务权益；(ii) 在过去的 12 个月内就投资银行服务曾收到任何补偿或委托；(iii) 有雇员担任高级人员；(iv) 未进行做市活动。 

新加坡：监管法规或交易规则要求对研究报告涉及的实际、潜在或预期的利益冲突进行必要的披露。须予披露的利益冲突可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在
特定报告中获得，详细内容请查看 https://www.clsa.com/disclosures/。该等披露内容仅涵盖 CLSA group，CLSA Americas 及 CA Taiwan 的情况，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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