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關注個股 

HSG，HDG，CTR 



HSG - 更改策略以幫助改善情況 

短期阻力關卡: 27.25 

短期支撐關卡: 22.12 

短期趨勢 (5-10 天): 上漲 

中期阻力關卡: 30.40 

中期支撐關卡: 21.62 

中期趨勢 (1-3 月): 上漲 

上漲 買進 



HSG - 更改策略以幫助改善情況 
• HSG的會計年度為2020年10月1日至2021年9月30日。因此，HSG在2021年第一季度實現淨收入9兆1千億越南

盾，同比增長38％，稅後利潤達到5720億越南盾，同比增長216％。因此，HSG已完成收入計劃的28％和稅後

利潤計劃的38％。 

• HSG的增長來自2020年4月至今全球鋼價的熱漲。利潤增長更強勁，因為毛利率從同期的13％增加到了17％，

銷售費用增長少於收入；最重要的是，利息支出急劇下降了42％。 

• HSG正在加快對Ca Na鋼鐵項目（100億美元）的貸款重組。一些項目的撤資和停止Ca Na項目的決定使HSG的

資本結構得到了改善，貸款同比減少了21％，利息支出急劇減少，而總資產增加了4％。我們認為這是HSG

重組過程的積極成果。在從2017年（34％）到2019年（30％）失去鍍鋅鋼板市場份額之後；目前，HSG的鍍

鋅鋼板市場份額已增加到32.5％。我們認為，HSG正從其公司重組中積極復甦。 

• 以目前的收盤價計算，HSG的P/E TTM為6.9倍（相當於EPS TTM為3,473越南盾），比行業平均P/E TTM低10.8

倍。 

• HSG的股票評級是98點，基本點和價格強度都超過80點，因此，我們對該股票的增長維持正面的評級。HSG

的價格走勢圖橫穿20天移動均線並形成上漲的缺口。同時，短期趨勢也從下跌轉為上漲，短期現金流恢復為

正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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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SG  

建議價格                  25.45  

目前價格                  25.45  

短期趨勢  上漲  

中期趨勢  上漲  

短期目標                  30.45  

與目前價格相比的短期上漲空間 19.63% 

短期停損                  23.84  

Reward/ Risk                    3.45  

預期持有（盤）                      21  

最佳分配比例 32.20% 

建議 買進 

HSG - 更改策略以幫助改善情況 



HDG – 房地產仍然是核心業務 

短期阻力關卡: 45.55 

短期支撐關卡: 36.04 

短期趨勢 (5-10 天): 上漲 

中期阻力關卡: 50.43 

中期支撐關卡: 36.21 

中期趨勢 (1-3 月): 上漲 

上漲 買進 



HDG – 房地產仍然是核心業務 
• 在2020年第4季度，HDG的淨收入為1兆1,680億越南盾，同比輕微下降-4.6％，而稅後利潤為2,980億越南盾，同比下降-7％。

到2020年全年，HDG的淨收入為4兆9,900億越南盾，同比增長+15％，稅後利潤為1兆2,600億越南盾，同比增長+13％。因此，

HDG僅完成了收入計劃的93％，但略高於利潤計劃。房地產收入仍佔HDG總收入的最大比例；2020年，HDG將主要記錄

Centrosa Garden項目產品交接的收入。由於自9月份開始運營Infra PV項目，能源業務的收入實現了積極的增長，而酒店和辦

公室租賃業務受到新冠肺炎病疫的負面影響。 

• 未來三年，房地產業務將繼續是HDG的主要業務。HDG正在實施Ha Do Charm Villas項目，包括別墅，聯排別墅和點位在內

的528間產品，該項目將在2021年和2020年創下收入記錄；此外，HDG還計劃啟動該項目Ha Do Green Lane（胡志明市第8郡）

該項目將在2021年為胡志明市提供1,231套公寓，並有望在2023年創下收入記錄。 

• 在能源領域，HDG的目標是到2021年達到462MW的總裝機容量。HDG已投入運行的Infra 1和Song Tranh 4水力發電廠；Dak 

Mi 2水力發電和Ninh Thuan 7A發電廠的項目也將進行投產。預計HDG的水力發電廠將在2021年受益於La Nina 。 

• 以當前價格計算，HDG的2021年預期市盈率為6.5倍。 

• HDG的股票評級是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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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G的價格圖表高於20天

移動平均線，並且價格圖表顯示出進入積極的劇烈波動時期的跡象。同時，熱鍍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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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DG  

建議價格                  41.50  

目前價格                  41.50  

短期趨勢  上漲  

中期趨勢  上漲  

短期目標                  48.95  

與目前價格相比的短期上漲空間 17.96% 

短期停損                  38.90  

Reward/ Risk                    4.02  

預期持有（盤）                      22  

最佳分配比例 35.48% 

建議 買進 

HDG – 房地產仍然是核心業務 



CTR - 增長遵循城市化和數字化趨勢 

短期阻力關卡: 100.00 

短期支撐關卡: 75.45 

短期趨勢 (5-10 天): 上漲 

中期阻力關卡: 124.32 

中期支撐關卡: 74.34 

中期趨勢 (1-3 月): 上漲 

上漲 買進 



CTR - 增長遵循城市化和數字化趨勢 
• CTR在2020年第4季度的收入為2兆1,240億越南盾，比去年同期增長55％；稅後利潤達到1055億越南盾，比去年同期增長87％。2020

年全年的收入為6兆3600億越南盾，同比增長26％；稅後利潤為1,740億越南盾，同比增長51％。因此，CTR已完成收入計劃的106％

和稅後利潤計劃的138％。 

• CTR的2020年收入在高比例的三個細分市場中強勁增長：商業銷售和集成解決方案（同比增長120％），車站運營（同比增長14

％），建築合約（同比增長5.5％）。毛利率也從2019年的5.8％提高到2020年的7.4％。憑藉母公司Viettel Group以54％的國內市場份

額領先電信行業的優勢，CTR在增長城市化和數字化的趨勢中。 

• 在2021年，CTR將繼續從這一趨勢中受益。在越南促進5G部署將對電信基礎設施產生大量需求，我們評估CTR，Viettel將從該計劃

中受益匪淺。此外，Viettel計劃出售775萬CTR股（相當於股權的11％）的信息將支持該股價。 

• 從長遠來看，CTR的目標是到2025年從電信建設和運營業務轉變為越南第一大電信基礎設施投資者和回租，2020-2025年的平均收

入增長超過50％。我們評估在母公司的支持下是可行的，因為Viettel最初計劃在2021-2025年期間將40,000個現有電信站中的10,000

個轉移到CTR。此外，CTR還受益於國內電信潛力，而越南的塔樓滲透率僅為12％，而中國的滲透率僅為100％，泰國為30％，全

球平均水平為85％。 

• 以目前的價格，CTR的市盈率為21.4倍（EPS TTM為3,875 VND）。 

• CTR的股票評級為91點，其中基本點和價格強度均在80點以上，因此，我們對該股票增長維持正面的評級。隨著2020年第四季度的

強勁增長，我們預計基本得分將顯著提高。CTR的價格圖表顯示出進入積極的劇烈波動階段的跡象，CT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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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TR  

建議價格                  88.40  

目前價格                  88.40  

短期趨勢  上漲  

中期趨勢  上漲  

短期目標                124.32  

與目前價格相比的短期上漲空間 40.63% 

短期停損                  82.10  

Reward/ Risk                    8.24  

預期持有（盤）                      31  

最佳分配比例 25.44% 

建議 買進 

CTR - 增長遵循城市化和數字化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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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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50  上漲 上漲 24/12/2020 T+40         42.80           53.13  36.68% 持有 

PC1         27.00  上漲 上漲 3/2/2021 T+11         24.40           23.81  10.66% 持有 

FPT         77.90  上漲 上漲 3/2/2021 T+11         66.00           67.35  18.03% 持有 

HPG         43.45  上漲 下跌 4/2/2021 T+10         42.00           38.75  3.45% 持有 

VPB         41.15  上漲 下跌 4/2/2021 T+10         35.45           33.12  16.08% 持有 

TDC         17.35  上漲 下跌 5/2/2021 T+9         16.35           14.72  6.12% 持有 

BVS         21.10  上漲 下跌 5/2/2021 T+9         18.40           16.34  14.67% 持有 

PVS         20.60  上漲 下跌 5/2/2021 T+9         18.30           16.08  12.57% 持有 

DGC         58.50  上漲 上漲 8/2/2021 T+8         54.10           50.69  8.13% 持有 

VND         28.00  上漲 下跌 8/2/2021 T+8         26.35           22.86  6.26% 持有 

GIL         60.60  上漲 上漲 8/2/2021 T+8         53.90           51.98  12.43% 持有 

KDC         44.50  上漲 上漲 17/2/2021 T+1         41.70           38.12  6.71% 持有 

HSG         25.45  上漲 上漲 18/2/2021 T+0         25.45           24.74  0.00% 買進 

HDG         41.50  上漲 上漲 18/2/2021 T+0         41.50           40.78  0.00% 買進 

CTR         88.40  上漲 上漲 18/2/2021 T+0         88.40           86.73  0.00% 買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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