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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宁  2331 HK  

上半年业绩超预期；精益的库存水平利好下半年 
 

收盘价:  港元 70.10   潜在涨幅: +24.1%  

呂浩江, CFA  edward.lui@bocomgroup.com  
 

上半年销售额超预期，但毛利率令人失望：李宁 22年上半年销售额同比
增长 22%，净利润增长 12%至 21.89 亿元人民币（下同）。虽然销售额
超预期，但鉴于折扣水平同比增加 4-6 个百分点对零售和电商毛利率
（分别下降 1.7 个百分点）的影响，以及原材料成本上升抑制批发毛利
率（减少 1.4个百分点），使得整体毛利率降幅超预期，同比下降 5.9个
百分点至 50.0%。 

近期销售额的上升趋势令人鼓舞：7月至 8 月 10日的零售流水同比增长
10-20%。管理层重申 3 月份发布的指引，预期全年销售同比增长 15-
25%、净利润率在 15-20%区间。上半年业绩符合该指引，意味着下半年
在低基数下业绩可能相若或更好，前提是下半年无重大疫情爆发。 

精益的库存管理：截至上半年末，渠道库销比维持在 3.6 倍，而库龄也
很健康， 6个月以下的库存占比为 88%。 

上调目标价；重申买入：我们将下半年销售增长上调至 26%，但将毛利
率下调至 50.5%，并将 2023 年每股收益上调 4%。李宁精益的渠道库存
和新品占比 88%的产品组合使其在下半年具有良好的竞争力。基于不变
的 28 倍市盈率（2023 年 EPS）和 1.0 倍 PEG，我们将目标价从 76 港元
上调至 87港元。 

 

 

越秀服务  6626 HK  

中期业绩会会议纪要  

谢骐聪, CFA, FRM  philip.tse@bocomgroup.com  
 

8 月 12 日，管理层与我们举行业绩路演，讲解了 22 年上半年的业务情
况和未来的发展策略。 

TOD（公共交通导向型开发）项目取得突破：今年越秀服务中标广州以

外的 3 个地铁项目，分别位于福州、长沙和青岛，公司首次走出广州，

逐步发展为全国性的 TOD 物业管理公司。展望未来，公司正在新的城市

（如重庆、昆明、成都和杭州）探索新的 TOD 项目种类（如铁路和码

头）。 

收并购机会可加速规模扩张：由于 60% 的 IPO净收益计划用于收并购，
而上半年没有项目落地，公司手头现金充裕，达到 41.5 亿元人民币。公
司正积极洽谈优质标的（低于 10倍市盈率），并有望在今年内落地。 

全球主要指数  

 

资料来源：FactSet 
 

主要商品及外汇价格 

 

资料来源：FactSet 
 

恒指技术走势 
恒生指数 20,175.62 

50天平均线 20,831.29 

200天平均线 21,489.50 

14天强弱指数 45.65 

沽空 (百万港元) 12,392 
 

资料来源：Fact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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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前景乐观：尽管近期房地产市场出现逆风，物管行业仍充满机会，
因 1）行业有整合空间，2）可以拓展新产品/服务，以及 3）探索建立完
整生态系统（如城市服务）以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我们维持买入评级及目标价 4.88港元，基于 14 倍的 22 年市盈率。 

 
 

香港房地产行业   

写字楼市场气氛仍然谨慎  

谢骐聪, CFA, FRM  philip.tse@bocomgroup.com  
 

写字楼租赁气氛保持谨慎。根据美联工商铺研究，香港甲级写字楼 7 月
平均租金环比下降 1.6%，年初至今下降 4.7%，而乙级写字楼 7 月平均租
金则环比下降 0.9%。同时，甲级写字楼 7月份空置率基本持平在 9.8%，
与 6月份相似。 

投资市场依然低迷。7月份 50 座主要甲级写字楼仅成交 5 笔，环比下降 
55%。甲级写字楼 7月价格环比下跌 0.1%，年初至今下跌 2.3%，而乙级
写字楼价格则环比下跌 0.3%。鉴于加息环境，我们认为投资者采取观望
态度。 

通关计划将是关键；首选新鸿基。我们认为，相对严格的边境管控措施
将继续拖累營商情绪，从而抑制办公空间需求。由于一手住宅市场持续
火爆，加上近期发放的消费券的潜在刺激，我们继续看好拥有充足住宅
推出及本地零售物业的发展商，包括新鸿基地产（16 HK/买入；目标
价：121.20 港元）。 

 
 

互联网行业周报   

政策支持自动驾驶商业化落地；快手进军 2B

业务 
 

谷馨瑜, CPA  connie.gu@bocomgroup.com  
 

政策支持自动驾驶商业化落地：交通运输部发布《自动驾驶汽车运输安
全服务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自动驾驶汽车可在交通状况简
单、条件相对可控的场景进行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活动。百度 Robotaxi 加
速推进，技术投入商业化路径逐渐清晰。 

快递单量进一步恢复：7 月快递单量同比增 8%，较 5 月/6 月进一步恢
复。 

快手正式进军 2B 业务：快手发布视频云品牌 StreamLake。我们认为，
快手进军 2B 业务，与 2C 业务相辅相成，将受益于行业视频化、智能化
升级。 

http://researchreport.bocomgroup.com/Hong_Kong_Property_Sector-flash-220812e.pdf
http://researchreport.bocomgroup.com/Internet_Sector_Weekly-220815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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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建议：我们近期发布 2 季度行业前瞻，预计收入增长承压，降本增
效是各公司短期关注重点，预计利润或超市场预期。美团（3690 HK）为
首选买入，核心业务具备韧性，看好闪购和买菜长期用户心智培养及 UE
改善，以及亏损持续收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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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公布经济数据 – 美国  本周公布经济数据 – 中国 
日期  事件  市场预期  上次数据   日期  事件  市场预期  上次数据  

8月 17日 零售销售额（环比%） 0.10 1.00      

8月 18日 首次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千) 265.00 262.00      

8月 18日 现货住宅销售(百万) 4.88 5.12      
 

资料来源：彭博  资料来源：彭博 

交银国际最新研究报告 
深度报告 

6月 14日 交银国际 2022下半年展望 — 顺时施宜 交银国际研究团队 

8月 5日 银行业剖析 - 碳中和驱动绿色金融市场迅猛增长 韩嘉楠 

7月 27日 中国宏观观察 - 量化策略二十：如何投资中国 ETF 谭淳,罗为腾  

7月 22日 科技行业剖析 - 中国半导体设备：今朝非往昔 许亮, 蔡宝慧 

7月 21日 汽车行业剖析 - 中国新能源汽车：下车莫太早 陈庆 

7月 11日 荣昌生物 (9995 HK) - 中国 ADC领军者，致力于未满足临床需求；首予买入评级 李柳晓, PhD 

7月 11日 药明生物 (2269 HK) - 生物药 CDMO龙头，商业化项目创造下一个辉煌；首予买入评级 李柳晓, PhD 

6月 29日 互联网行业剖析 - 内容社区对比：聚焦差异化与内容、变现拓展 谷馨瑜, CPA, 孙梦琪, 赵丽, CFA, 王婷 

6月 29日 中国宏观观察 - 量化策略之十九：百年胜率指引，如何交易衰退? 谭淳, 罗为腾 

6月 23日 康宁杰瑞制药 (9966 HK) - 双抗技术领先，商业化在即，首予买入评级 李柳晓, PhD 

6月 23日 越秀地产 (123 HK) - 深耕大湾区的国企开发商，兼具拿地+融资优势；首予买入评级 李易, CFA 

6月 23日 康方生物 (9926 HK) - 双抗技术平台领先，多款产品进入收获期，首予买入评级 李柳晓, PhD 

6月 1日 中国宏观观察 - 量化策略十八：守得云开见月明 谭淳, 罗为腾 

5月 27日 汇通达网络 (9878 HK) - 深耕农村下沉，赋能零售数字化升级；首予买入评级 孙梦琪, 谷馨瑜, CPA, 蔡涵, 王婷 

5月 26日 新能源行业剖析 - 多晶硅价格将转趋合理，大幅扩产后成本决定成败 文昊, CPA, 郑民康 

5月 24日 中国房地产行业剖析 - 盛衰各有时 谢骐聪, CFA, FRM, 李易, CFA 

5月 20日 金融行业剖析 - 美国经验的启示：建立养老金与股票市场的正向循环 万丽, CFA, FRM 

4月 14日 快手 (1024 HK) - 趋同求异中释放变现潜力，首予买入评级 赵丽, CFA, 谷馨瑜, CPA, 孙梦琪, 王婷, 蔡涵 

4月 14日 京东方精电 (710 HK) - 站在巨人肩膀上的车载显示冠军，首予买入评级 许亮, 蔡宝慧 

3月 24日 中国宏观观察 - 量化策略十七：如何“不买”基金 谭淳,罗为腾 

3月 17日 宁德时代 (300750 CH) - 动力和储能电池全球龙头 文昊, CPA, 郑民康, 陈庆 

3月 15日 比亚迪股份 (1211 HK) - 速度与激情; 中国电动汽车冠军遥遥领先 陈庆 

每日报告 

8月 12日 香港房地产行业 - 写字楼市场气氛仍然谨慎 谢骐聪, CFA, FRM, 李易, CFA 

8月 12日 越秀服务 (6626 HK) - 中期业绩会会议纪要 谢骐聪, CFA, FRM, 李易, CFA 

8月 12日 中集安瑞科 (3899 HK) - 预计上半年盈利增速 10-15% 郑民康, 曾俊栢 

8月 12日 银行业 - 2季度货币政策报告：流动性充裕，贷款定价将保持低位 韩嘉楠 

8月 12日 越秀服务 (6626 HK) - 上半年业绩逊预期，但扩张有序，维持买入 谢骐聪, CFA, FRM, 李易, CFA 

8月 12日 宝胜国际 (3813 HK) - 上半年业绩符合预期；毛利率优先，对下半年复苏保持谨慎乐观 呂浩江, CFA, 郑飞 

8月 11日 科技行业 - 芯片法案带动产业逆势扩张，上游设备持续受益 许亮, 蔡宝慧 

8月 11日 建业地产 (832 HK) - 首家获得纾困资金的开发商 谢骐聪, CFA, FRM 

8月 10日 证券行业 - 衍生品业务高度集中，头部券商将保持领先优势 万丽, CFA, FRM 

8月 10日 农夫山泉 (9633 HK) - 解读统一中控业绩：毛利率承压、瓶装饮料/水销售疲软 呂浩江, CFA, 郑飞 

8月 8日 百度 (BIDU US) - Robotaxi加速推进，技术投入商业化路径逐渐清晰 谷馨瑜, CPA, 孙梦琪, 赵丽, CFA, 蔡涵 

8月 8日 中国宏观观察 - 数据监测：中国出口势头不减；美国就业市场意外强劲 罗为腾, 谭淳 

8月 8日 汽车行业 - 自动驾驶专家会议纪要 陈庆 

8月 5日 阿里巴巴 (BABA US) - 盈利超预期， 23财年亏损收窄可期 谷馨瑜, CPA, 孙梦琪, 赵丽, CFA, 蔡涵 

8月 4日 比亚迪股份 (1211 HK) - 月度销量再创新高 陈庆 

8月 3日 汽车行业 - 智能网联和智能座舱专家会议纪要 陈庆 

8月 2日 信义能源 (3868 HK) - 业绩低于预期，新项目收益率承压，下调目标价 文昊, CPA, 郑民康, 曾俊栢 

8月 2日 中国房地产行业 - 销售复苏 7月受阻，保交楼成关键 谢骐聪, CFA, FRM, 李易, CFA 

8月 2日 中国宏观观察 - 数据监测：中国制造业供需承压；美国经济陷入技术性衰退 罗为腾, 谭淳 

8月 2日 信义光能 (968 HK) - 光伏玻璃毛利率触底，拟 A股上市有利发展 文昊, CPA, 郑民康, 曾俊栢 
 

资料来源：交银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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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生指数成份股 

 
 

 

 资料来源：Fact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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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指数成份股 

 
 

 

资料来源：Fact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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