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關注個股 

DGC, VND, GIL 



DGC - 估值仍然具有吸引力 

短期阻力關卡: 55.50 

短期支撐關卡: 48.85 

短期趨勢 (5-10 天): 上漲 

中期阻力關卡: 65.46 

中期支撐關卡: 47.50 

中期趨勢 (1-3 月): 上漲 

上漲 買進 



DGC - 估值仍然具有吸引力 
• DGC在2020年第四季度的收入為1兆5840億越南盾，同比增長9％；稅後利潤為2430億越南盾，同比增長40％。2020年全年

收入為6兆2,360億越南盾，同比增長23％；稅後利潤為9,480億越南盾，同比增長66％。因此，DGC已完成收入計劃的106％

和稅後利潤計劃的150％。 

• DGC的2020年收入將得益於產量的增加和新磷工廠的投產。此外，由於自開發的磷灰石的使用有助於降低成本，而原材料

（例如世界煤炭）的價格在2020年上半年急劇下降，因此利潤急劇增加。 

• 我們預計2021年的收入將繼續來自5個主要項目：磷灰石礦，磷紅，電子磷酸，石膏項目以及Duc Giang街的房地產綜合體。

最近，DGC還收到了一項決定的決定，即根據衛生部的2020年計劃，贏得一攬子計劃，即提供46.9噸的氯胺B-國家儲備貨

物。至於利潤，儘管從2020年第四季度開始煤炭價格將開始上漲，但更多地使用自開發磷灰石將繼續支持利潤率的提高。

此外，DGC計劃通過部署Duc Giang Nghi Son項目（2022年）和熱力發電廠（2023年），計劃再籌集1兆5千億越南盾，其中

1兆越南盾將來自戰略投資者；我們認為，浙江成為支持股價的信息。 

• 以目前的收盤價計算，DGC的P/E TTM交易價格為8.9倍（EPS TTM相當於6,093越南盾），低於行業平均P/E的20.9倍。 

• DG的股票評級為88點，其基本點和價格強度均高於80點，因此，我們對該股票維持積極的評級。DGC的價格圖表已接近

舊峰區域，並且價格圖表顯示有進入積極的劇烈波動時期的跡象，表明超過舊峰的可能性非常高。同時，DGC的短期趨勢

也從下跌轉為上漲。因此，我們建議短期投資者考慮以當前價格買進股票。 



股票代碼  DGC  

建議價格                  54.10  

目前價格                  54.10  

短期趨勢  上漲  

中期趨勢  上漲  

短期目標                  65.80  

與目前價格相比的短期上漲空間 21.62% 

短期停損                  50.73  

Reward/ Risk                    3.50  

預期持有（盤）                      23  

最佳分配比例 9.06% 

建議 買進 

DGC - 估值仍然具有吸引力 



VND - 在修正階段進行累積 

短期阻力關卡: 31.95 

短期支撐關卡: 22.66 

短期趨勢 (5-10 天): 上漲 

中期阻力關卡: 31.28 

中期支撐關卡: 21.10 

中期趨勢 (1-3 月): 下跌 

上漲 買進 



VND - 在修正階段進行累積 

• VND的股票評級為96點，其基本點和價格強度都超過80點，因此，我們對該股票維持積極的評級。 

VND的P/E TTM為7.9倍，低於證券股的12.3倍P/E TTM，表明VND的估值仍然具有吸引力。 

• VND的價格圖表已超過2021年1月27日形成的下跌缺口。同時，價格圖表接近20天移動平均線，並

顯示出進入累積階段的跡象，尤其是短期動量指標強烈進入超買區域，因此可能出現價格圖表。

在下一個交易日上，投資者可以利用這些修正來增加該股票的比重。 

• VND的短期趨勢從下跌轉為上漲。因此，我們建議短期投資者考慮以當前價格買進股票。 



股票代碼  VND  

建議價格                  26.35  

目前價格                  26.35  

短期趨勢  上漲  

中期趨勢  下跌  

短期目標                  31.28  

與目前價格相比的短期上漲空間 18.72% 

短期停損                  24.52  

Reward/ Risk                    2.11  

預期持有（盤）                      26  

最佳分配比例 22.42% 

建議 買進 

VND - 在修正階段進行累積 



GIL - 借助電子商務合作夥伴，保持了持續的增長 

短期阻力關卡: 59.22 

短期支撐關卡: 46.59 

短期趨勢 (5-10 天): 上漲 

中期阻力關卡: 59.22 

中期支撐關卡: 40.94 

中期趨勢 (1-3 月): 上漲 

上漲 買進 



GIL - 借助電子商務合作夥伴，保持了持續的增長 
• GIL在2020年第四季度的收入為9,110億越南盾，同比增長16％；稅後利潤為1,190億越南盾，同比增長64％。2020年全年，收入為3兆4,570億

越南盾，同比增長36％；稅後利潤為3,080億越南盾，同比增長92％。因此，GIL已完成最佳方案的173％的收入計劃和293％的淨利潤計劃。 

• GIL的2020年收入大幅增長，這是因為GIL的兩個主要合作夥伴：亞馬遜和宜家仍然通過在線銷售強勁增長了收入；此外，GIL的縫紉線數量

在2020年增長了32％，達到95條。毛利率為18.4％。 

• 2021年，隨著上述兩個合作夥伴的在線出口增長，GIL的收入將繼續增長。從長遠來看，GIL仍然是從全球客戶行為（通過上述兩個合作夥

伴）向在線購買的強烈轉換趨勢中間接受益的業務。至於發展計劃，GIL計劃在現有生產線產能不足時建造更多的新縫紉線，並回購其他紡

織廠。 

• 從長遠來看，四號Phu Bai工業園區的新項目（面積507公頃，總投資3兆4千億越南盾，GIL股權為91％）預計將在2021年下半年開始紀錄收

入。GIL也在籌集資金土地用於開發3-4星級酒店連鎖店，目前在平陽有2個地塊，靠近工業園區。從長遠來看，這將成為GIL的穩定收入來

源，因為新冠病疫在全球範圍內得到了很好的控制並且旅遊需求得以恢復。 

• 以目前的收盤價計算，GIL的P/E TTM為5.3倍（相當於EPS TTM為10,220 VND），低於紡織股的13.1倍P/E TTM。 

• GIL的股票評級為97點，其基本點和價格強度都超過80點；因此，我們對該股票維持正面評級。GIL的價格圖表創下52週新高，這也是一個

新的紀錄高點，與20天平均水平相比，交易量突然增加。同時，價格走勢圖顯示出進入積極的劇烈波動階段的跡象，這表明價格走勢圖可

能會繼續擴大到更高的水平。此外，我們將GIL的短期趨勢從下跌轉為上漲。因此，我們建議短期投資者考慮以當前價格買進股票。 



股票代碼  GIL  

建議價格                  53.90  

目前價格                  53.90  

短期趨勢  上漲  

中期趨勢  上漲  

短期目標                  59.21  

與目前價格相比的短期上漲空間 9.86% 

短期停損                  51.42  

Reward/ Risk                    2.06  

預期持有（盤）                      16  

最佳分配比例 17.69% 

建議 買進 

GIL - 借助電子商務合作夥伴，保持了持續的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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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建議列表 



短期建議列表 

股碼 股價 短期趨勢 中期趨勢 
建議買進 

日期 
T+交易 

短期買進 

價格 
Stop loss 報酬% 建議 

BCM         58.70  上漲 上漲 24/12/2020 T+32         42.80           53.13  37.15% 持有 

PC1         26.00  上漲 上漲 3/2/2021 T+3         24.40           23.62  6.56% 持有 

FPT         72.90  上漲 上漲 3/2/2021 T+3         66.00           66.24  10.45% 持有 

HPG         42.50  上漲 下跌 4/2/2021 T+2         42.00           38.28  1.19% 持有 

VPB         37.00  上漲 下跌 4/2/2021 T+2         35.45           32.57  4.37% 持有 

TDC         17.20  上漲 下跌 5/2/2021 T+1         16.35           13.62  5.20% 持有 

BVS         20.20  上漲 下跌 5/2/2021 T+1         18.40           14.16  9.78% 持有 

PVS         18.40  上漲 下跌 5/2/2021 T+1         18.30           15.86  0.55% 持有 

DGC         54.10  上漲 上漲 8/2/2021 T+0         54.10           53.43  0.00% 買進 

VND         26.35  上漲 下跌 8/2/2021 T+0         26.35           25.82  0.00% 買進 

GIL         53.90  上漲 上漲 8/2/2021 T+0         53.90           51.02  0.00% 買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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