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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信视点：大市预计持续震荡，短线继续关注香港

REITs    

昨日由于台风“韦帕”袭港，港股下午提前收市，恒指跌 368.75 点或 1.31%，

收报 27777.75 点，创 6 月 19 日以来最低位；国指跌 140.04 点或 1.32%，收

报 10675.31 点。成交量 602.98 亿港元。 

美联储宣布降息 25 个基点，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下调至 2.00%-2.25%，

符合市场预期，这是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美联储的首次降息行动。美联储

FOMC 声明称，将于 8 月 1 日结束缩表计划。此次降息原因包括企业投资“疲

软”、通胀压力“持续较低”。 

联储局主席鲍威尔（Jerome Powell）随后在记者会上表示，储局的货币政策已

变得较为宽松，暗示减息只是一个“调节”，不是减息周期的开始。议息会议

结束后新闻发布会途中，由于鲍威尔言论不及市场期待鸽派，道指曾急泻 478

点，纳指挫近 2%。美汇指数急升 0.4%，债息抽高，金价挫 1.2%。这预期的

落差，将令美股短期震荡，同时打击投资情绪已经薄弱的港股。 

香港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公布，较去年同期上升 0.6%，远低于市场预期，与第

一季度升幅相同。政府发言人表示，第二季整体经济表现欠佳，外部需求减弱，

内部需求维持疲软。受中美贸易摩擦和全球经济增长减缓的影响，亚洲范围内

制造业和贸易活动进一步受挫，第二季香港贸易出口跌幅扩大，整体投资开支

持续下滑。 

大市预计持续震荡，短线继续关注香港 REITs 如领展(823.HK)和被政策压抑的

教育股因为业绩兑现而产生的反弹行情，如新华教育(2779.HK)、希望教育

(1765.HK)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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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司及行业评论 

融信中国（3301.HK）行业地位提升，负债情况改善 

融信于 2003 年发迹在福州，并逐步扩展至海西、长三角等经济圈，逐步完善全

国性布局。销售额由 2014 年约 167 亿元，以复合年增长率约 64%上升至 2018

年的 1219 亿元。融信往年以较高杠杆换取了规模增长，为了平衡风险在 2019 年

策略性地暂缓规模增长并把重点放在降负债上，公司目标把净杠杆降至 90%以

下。截至 2018 年底，我们估计可售土储货值（全口径）约 3500 亿元，集中在长

三角、海西地区的一、二线城市，去化周转较高。未结转销售约 850 亿元，我们

预期 2019 年结转约 500 亿元，核心净利率约 7%，现价相当于约 4.5 倍 2019 年

市市盈率，低于行业平均，我们目标价为每股港币 15 元，相当于经调整资产净

值加上 30%折让率，负债比率将可改善，将为公司带来价值重估的机会，首予“买

入”评级。 

华东区域后起之秀，高速进入千亿销售门槛。融信于 2003 年在福州开展地产开

发业务，并逐步扩展版图至海西，随后打入长三角、华中等其他经济圈，逐步完

善全国性布局。公司花了四年时间，由百亿销售规模冲上千亿销售，销售额由 2014

年约 167 亿元，上升至 2018 年的 1219 亿元，复合年增长率约 64%，增速比其

他房企较高。全国销售排名从第 44 位上升至第 25 位。 

2020 年冲 2000 亿销售。融信定下 2020 年冲 2000 亿元的销售目标，相当于在

2019 年 1400 亿元销售的基础上增长 42%。随着一、二级联动项目逐步落地，我

们估计下半年将有旧改落项目落地，可为公司补充土储。此外，根据克而瑞数据，

融信上半年从招拍挂中取得 20 多块土地，土地款约 150 亿元，估计将可补充约

500 亿元货值。加上去年底可售货值约 3500 亿元，总货量估超过 4000 亿元，我

们认为 2020 冲 2000 亿元销售具挑战性，但尚在可行范围内，将再次考验管理

层的执行力。 

降负债比率成首要任务。国内房企高周转、高增长，其背后动力大部分是由加高

杠杆而来的。融信高速增长下衍生出较高的杠杆比率。但在顺周期的环境下加上

管理仍在可控范围内，销售金额对净债务比率在 2014-18 年间，一直维持 100%

以上的水平。然而为了平衡规模增长与风险，公司决会在 2019 年作出调整，策

略性地暂缓销售增长以减低杠杆水平，并以多源拿地模式来减低公开拍地所带来

的财务压力。公司目标把净杠杆水平降至 90%以下。 

首予“买入”评级。截至 2018 年底，我们估计可售土储货值（全口径）约 3500

亿元，平均权益约 50%，其中长三角及海西分别占权益货值之 47%及 35%，并

集中在一、二线城市（超过 90%），其去化周转较高。公司未结转销售约 850 亿

元，我们预期 2019 年结转约 500 亿元。我们估计融信核心净利率约 7%。加上

余下待售土储，我们估计整体能为融信带来约 160 亿元的利润，融信现价约 4.5

倍 2019 年市的市盈率，低于行业平均，我们目标价为每股港币 15 元，相当于经

调整资产净值加上 30%折让率，负债比率将可改善，将为公司带来价值重估的机

会，首予“买入”评级。 

风险提示：银根紧缩影响销售；国内楼市调控从紧；土储存量相对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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