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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资股 2020 年投资策略 — 把握 “重估” 和 “新增长” 良机 
中美贸易摩擦叠加中国香港本地事件，使 2019 年在港上市公司的盈利雪上加霜，但 2019 年也是盈利底部。展

望 2020 年，我们对海外中资股 (港股及中概股) 保持乐观，预计恒生指数和 MSCI China 将有 10%和 15%的涨

幅空间。香港本地暴力事件仍是压制在港中资股估值的关键，但在全球货币宽松背景下，预计高分红、高股息

率标的会凸显价值，而进一步上涨需等待经济企稳信号。经济增速放缓下，我们继续看好由 “内需驱动” 的消费

和 “国产替代” 的科技，特别是消费 “下移” 可选及服务消费，及 5G 引发国产替代加速的投资机遇。海外中企在

香港的二次上市也将给市场带来更多机会，进一步提升市场情绪。 

海螺水泥 (914 HK; 47.85 港元; 目标价: 59.74 港元) — 正向流动    
内地四季度的水泥价格强于预期，华中和华东部分地区的季节性和供应缩减是水泥价格走势的关键，但是，我

们也不要忽视行业的定价策略。相对于历史上的价格走势区间，华东长三角地区的水泥价格变化幅度远高于熟

料价格。我们认为，熟料价格调整幅度较小，此可以防止淡季熟料价格大幅波动，从而帮助领先的生产商更好

地管理未来水泥价格。我们将海螺水泥的目标价从 58.8 港元上调至 59.74 港元，建议关注。 

其他摘要 

石药集团 (1093 HK; 20.55 港元; 目标价: 26.04 港元) — 故事延续    
2019 年首 9 个月，石药集团的收入为 167.61 亿元人民币 (下同)，同比增长 27.5%；净利润为人民币 28.112 亿

元，同比增长 24.0%。同期，来自恩必普 (丁苯酞软胶囊及注射液)、多美素 (盐酸多柔比星脂质体注射液)、津

优力 (聚乙二醇化重组人粒细胞刺激因子注射液)、克艾力 (注射用紫杉醇 (白蛋白结合型) 的收入分别同比增长

35.7%、118.1%、129.5%和 590.4%。我们预计公司旗下多种药物在未来几年内将实现快速增长，当中包括克

艾力/硫酸氢氯吡格雷片/阿比多尔/两性霉素B。基于季度业绩乎合预期及销售渠道能见度高，仍建议关注，目标

价 26.04 港元。 

中国消费行业 — 择优挑选    
在美国之旅中，我们发现当地投资者最关注的三个领域分别是运动服、酒店和家电板块。在回报方面，投资者

继续将运动服和酒店视为两个首选行业。此外，当地投资者大多同意我们的观点：受益于行业的增长和整合，

运动服公司的确产生了更多的阿尔法 (alpha) 值。个股方面，建议关注李宁 (2331 HK) 及申洲国际 (2313 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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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