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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信视点：地产股受压，短线关注医药和教育板块

受美国降息逊于预期影响，昨日港股恒指低开 0.7%，盘中一度下跌近 1%，

午盘维持低位小幅震荡，最后恒生指数收跌 0.76%或 212.05点，报收 27565.7
点；国企指数下跌 0.5%或 53.74 点，报收 10621.57 点。受中央政治局调控

房地产的方针影响，香港本地地产股昨日受压明显，长和系集体走低。其中，
长和跌 1.43%，长实集团跌 3.62%，长江基建集团跌 3.12%。

美国总统特朗普 1日下午通过社交媒体发表有关国际贸易关系的讲话，避险情

绪骤然升温。美股午后直接闪崩跳水，道指从涨超 300点到直接暴跌超 300
点。不仅如此，恒指当月期货大跌 2.33%，A50期货也直线暴跌近 3%，离岸

人民币汇率暴跌超 500点。美国农产品期货全线下跌。避险资产表现亮眼，
纽约期金从日内低点 1412美元/盎司拉升至近 1460美元/盎司。

特朗普在推特表达了三方面的不满，一个是整个贸易谈判，中方要重新开始谈，
他是希望从 5月份前那个所谓 90%共识基础上继续谈，第 2个农产品采购进
度太慢，第 3 个是芬太尼还有流入美国。那么在 8月份，双方团队还在继续
电话磋商，这个磋商应该可以快速的解决第 2 个问题和第 3 个问题，然后对

第 1个问题呢，也会有一个表态。在关税上还是抱积极态度，不会在九月直接
立即加税。

《2019年 1-6月中国游戏产业报告》今日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
国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 1140.2亿元，同比增长 8.6%，增速同比提高 3.4%。
报告中提及，上半年我国游戏用户规模达 6.4亿，同比增长 5.9%。值得一提

的是，中国自主研发游戏实际收入达 921.4亿，同比增长 15.4%，市场占有率
提高至 80.8%，但同时中宣部正在制定防止青少年沉迷网络游戏的办法，继续

关注头部游戏公司。

大市预计持续震荡，短线继续关注医药股中生制药(1177.HK)和教育股新华教

育(2779.HK)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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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司及行业评论

中国新华教育（2799）：长三角高 教龙头，外延并购助成长
中国新华教育是长三角地区规模最大的民办高教集团：中国新华教育成立于
1999年，经过十几年发展，已经是长三角地区规模最大的民办高教集团，所
经营的学校均获得国家政府或省教育厅批准，可颁发国家教育部承认的毕业

证书或学历。2018 年 3 月，中国新华教育在港股上市，2019 年通过多次

收购后，现在公司拥有学校 6所，在校生人数近 6.2 万，较上市时的 3.3 万
人已有大幅增长。

2019 年开启并购扩张之路：截至 2018 年，公司账面现金+理财超过 19 亿，
并且没有任何银行负债，收购实力雄厚。2019 年公司先后收购南京财经大
学红山学院、昆明医科大学海源学院和卫生学校。尤其是收购昆明的学校，

通过现金+发股形式显得尤为成功，除去支付 6.1 亿现金外，新华还发行
8710 万新股，占增发后总股本的 5%，每股价格 4 港元（较 7 月 12 日收

盘价溢价 50%）。我们预计 1.新华收购富达公司 60%股权，而富达公司是
海源学院和卫生学校的举办人，因此无需完成举办人变更等复杂程序就可达

到协议控制，预计在今年 9 月开始并表。2.临床医学院和红山学院处于校中
校状态，很难达到协议控制标准。目前只能将净利润并入其他收入，预计需

要等到 2020 年 9 月搬迁至新校区才能完全并表。

新华教育的学校以本科为主，质地优良，极具成长性：在 2019 年以前公司

发展依赖新华学院（本科）和新华学校（中专）两个学校，2014-2018 年公
司的收入及净利润复合增长率为 11%和 18%。收购完成后，公司拥有 6 个

学校，4 个本科和 2 所中专。

我们相信中国新华教育的投后管理能力，新收购学校的学额及盈利能力均会

有所提升。1.新华教育拥有卓越的管理能力，2018 年公司毛利率 60%，净
利率 66%，已经是中国民办高教的最高水平。2.临床医学院、海源学院及红

山学院都是本科，学费及学额发展空间大，特别是临床医学院与海源学院是
医学类本科，属于稀缺资源。3.旗下学校设立在合肥、南京和昆明，属于省
会城市，地理位置优越。预计随着经济和人口不断的增长，对高教的需求会

逐渐增多。

首次评级买入，目标价 4.5 港元：2019 和 2020 年港股高教行业预测平均
市盈率分别为 17.2 倍和 13.9 倍。我们预测中国新华教育 2019-2020 年净

利润为 3.24 亿和 4.19 亿，每股摊薄盈利 0.2 元和 0.25 元，对应预测市
盈率为 13.1 倍和 10.5 倍，远低于行业平均。我们看好中国高教行业长远
发展，行业透明，学籍、学校、学费等资料无法造假；每年预收学费，有着

强劲的经营性现金流；业绩预见性高且波动小，每年 9 月学生报到后即可预
判全年业绩等行业特质。我们相信民促法实施条例将促进行业健康发展，随

着政策落地，港股高教行业将迎来估值修复。而新华教育估值低是因为规模
小，且在 2018 年上市后迟迟没有并购，这一情况在 2019 年发生巨大改变，

通过一些列收购后，公司提高了成长性。最后我们给予目标价 4.5 港元，较
现价有 52%上涨空间，相当于 2019 和 2020 年 18.2 倍和 15.5 倍预测

市盈率，首次评级买入。

■风险提示：政策风险/市场风险/宏观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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