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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 (700 HK; 327.4 港元; 目标价: 460 港元) — 手机游戏逊预期    
腾讯 2019 年 3 季度业绩低于市场预期，受手机游戏收入拖累。公司收入同比增长 20.6%至 972 亿人民币，较

预期低 1%，而可调息税前利润同比增长 26.5%至 285 亿人民币，较预期低 8%。第三季度手机游戏收入增长减

速大概率是因为收入递延和货币化被监控。但是，《和平精英》仍然是中国顶级的手机游戏。更多的 HoK 用户

购买季票。《绝地求生》和《使命召唤》在海外表现强劲。预期游戏增长将改善。社交广告和金融科技的增长

也有加快。我们将 2019-21 年度的调整后盈利下调 4-5%，并将目标价从 480 港元下调至 460 港元，仍建议关

注。 

中芯国际 (981 HK; 10.34 港元; 目标价: 13 港元) — 回归增长    
中芯国际的股价经历受利润 (2012-16 年跑赢大盘) 或研发支出 (2017-19 年跑输大盘）驱动的时期。我们认为中

芯国际已经学会更好地权衡这两种战略：贸易战和中国进口替代提升产能利用率，从而提高利润，而 FinFET的

研发工作有望在 2020 年开始见效。我们确实看到公司潜在未来 1-2 年窗口：通过实现利润增长和技术突破实现 
“有回报的增长”。我们将目标价从 10.6 港元上调至 13.0 港元，建议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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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