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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黄金 (600547 CH; 32.20 元; 目标价: 46.80 元) 
金价上涨带来的业绩改善逐步显现    
2019 年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48.29 亿元，同比上升 37.70%，实现归母净利润 9.47 亿元，同比增长

15.15%，实现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88 亿元，同比增长 102.86%，整体业绩同比大幅改善。公司

预期大股东将从 2020 年开始逐步将 53.65 吨采矿权和 566 吨探矿权注入公司，届时公司资源储量将增长至近

1,588 吨，位列世界第八。我们按集团的预测进行测算，此轮资产注入后非上市板块仍有 712 吨资源储量，公

司资源储量有继续上升的可能。预计公司 2020 年黄金产量约 50 吨，到 2023 年其年产量将在 67 吨左右。黄

金产量快速增长，叠加金价上行周期，量价齐升将显著增厚业绩。建议关注。 

招商蛇口 (001979 CH; 19.36 元; 目标价: 27.02 元) 
期待结算高峰来临    
招商蛇口 2019 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255.4 亿元，同比下降 24.3%，实现归母净利润 50.9 亿元，同比下降

38.5%。业绩下降主要由于结转规模不足。公司三季报披露，根据生产经营计划、竣工及结转时间主要集中在

四季度，全年竣工及结转面积预计保持增长。管理层计划 2020 年竣工 1,000 万平米，随着四季度竣工高峰到

来，业绩有望保持平稳增长。公司有多次整售项目的历史记录。我们认为，由于公司在深圳等区域资源储备极

为丰厚，不可能全部散售，资产出表也可以视为经常性收益，公司业绩稳定性有充裕安全垫。因此我们相信，

虽然前三季度业绩由于结算原因而增速较慢，但全年业绩稳步增长仍有把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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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