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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C – 獨立的規模可創造穩定，且長期的收入

短期阻力關卡: 58.00

短期支撐關卡: 46.74

短期趨勢 (5-10 天): 上漲

中期阻力關卡: 64.66

中期支撐關卡: 42.22

中期趨勢 (1-3 月): 下跌

上漲 買進



DBC – 獨立的規模可創造穩定，且長期的收入
• DBC在2020年第四季度的收入（不包括內部的收入）達到了2兆9,690億越南盾，比去年同期增長了37％；稅後利潤為2630億越南盾，

比去年同期增長了2％。2020年全年，收入為10兆3,340億越南盾，同比增長39％；稅後利潤為1兆4千億越南盾，同比增長359％。包

括內部收入在內，DBC估計總收入將達到16兆2,000億越南盾，完成了收入計劃的122％和淨利潤計劃的306％。

• 2020年的業績令人矚目，是由於豬肉價格與往年相比仍處於高位，而DBC在牲畜生產中採用了封閉的模式，以幫助企業不受非洲

豬瘟的影響很大；相反，它利用這一機會增加市場份額。

• 在短期內，生豬的價格仍保持在80,000越南盾/公斤以上，但由於新冠肺炎病毒的影響，使在病疫後的養豬畜群變慢，並且需要時

間。從長遠來看，我們認為隨著豬肉需求的增加刺激了國內的養豬畜群，生豬的價格可能會再次下跌。但是，我們認為DBC的業

務戰略具有封閉的3F商業模式（Feed-Farm-Food）將長期創造穩定的收入來源，從而鞏固DBC的地位。

• 房地產業務將在2021-2022年中期帶來收入，例如：Lotus Center，Huyen Quang Apartment和Khuc Xuyen項目。其中，預計將於2021年

第一季度移交的Lotus項目將記錄下8,450億越南盾的收入。

• 以當前價格，DBC的P/E TTM為4.0倍（EPS TTM為13,365 VND）。

• DBC的股票評級為89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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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C的價格圖表超過了20天的平

均線，並且價格圖表顯示出進入累積階段的跡象，因此我們認為價格圖表在接下來的幾個交易日中可能會出現窄幅波動，投資者

應該傾向於在修正階段時買進股票。同時，該股票的短期趨勢也從下跌轉為上漲。因此，我們建議短期投資者可以考慮在當前價

格買進股票。



股票代碼 DBC 

建議價格 53.80 

目前價格 53.80 

短期趨勢 上漲

中期趨勢 下跌

短期目標 64.66 

與目前價格相比的短期上漲空間 20.19%

短期停損 49.92 

Reward/Risk 2.29 

預期持有（盤） 23 

最佳分配比例 13.04%

建議 買進

DBC – 獨立的規模可創造穩定，且長期的收入



DCM – 新工廠的增長動力

短期阻力關卡: 15.20

短期支撐關卡: 14.93

短期趨勢 (5-10 天): 上漲

中期阻力關卡: 16.46

中期支撐關卡: 11.73

中期趨勢 (1-3 月): 下跌

上漲 買進



DCM – 新工廠的增長動力
• DCM在2020年第4季度的總收入達到2兆2,580億越南盾，比去年同期增長7％；稅後利潤達到2,070億越南盾，比去年同期增長69％。

2020年全年，收入為7兆7,170億越南盾，同比增長7％；稅後利潤為6,690億越南盾，同比增長55％。因此，DCM已完成收入計劃的

111％和淨利潤計劃的140％。

• 2020年的收入和利潤的強勁增長是因天然氣輸入價格隨著石油價格一起暴跌，使毛利率從同期的14％增長至17％。此外，銷售費

用（同比下降-16％）和利息支出（同比下降71％）的大幅下降，也有助於支持稅後利潤。

• NPK工廠預計將於2021年第一季度投入運營，它將成為DCM的增長動力；我們注意到折舊費用已在2020年第四季度出現。此外，

2021年通過並實施的71號增值稅法將為DCM今年創造有利條件。因此，肥料可扣除5％的進項增值稅，而DCM可以節省2.3％至2.5

％的銷貨成本，是每年約80至1500億越南盾。

• 此外，PVN也主張將在DCM的股權從75％降至51％的政策，但由於與PVN的天然氣價格機製而沒有吸引投資者。既然已經確定了

輸入天然氣價格機制，我們相信PVN撤資的可能性將會提高，並將成為2021年股價的驅動力。

• 以當前價格，DCM的P/E TTM交易價格為10.2倍（EPS TTM分別為1,253越南盾）。DCM的股票評級為86點，其中DCM的基本點和價

格強度均高於80點；因此，我們對該股票維持積極的評級。DCM的價格圖表大幅上漲，並超過了2021年1月28日形成的下行的缺口，

與20天的平均交易量相比，交易量急劇增加。同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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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M 

建議價格 13.65 

目前價格 13.65 

短期趨勢 上漲

中期趨勢 上漲

短期目標 16.46 

與目前價格相比的短期上漲空間 20.58%

短期停損 13.21 

Reward/Risk 6.06 

預期持有（盤） 26 

最佳分配比例 7.60%

建議 買進

DCM – 新工廠的增長動力



DRC – 前六個月的預測持續增長

短期阻力關卡: 29.60

短期支撐關卡: 24.88

短期趨勢 (5-10 天): 上漲

中期阻力關卡: 34.93

中期支撐關卡: 23.23

中期趨勢 (1-3 月): 上漲

上漲 買進



DRC – 前六個月的預測持續增長
• DRC在2020年第4季度的收入為1兆1,660億越南盾，同比增長14％；稅前利潤為1,368億越南盾，同比增長35.5％。2020年全年，收入

為3兆8,190億越南盾，同比下降5％；稅前利潤為3210億越南盾，同比增長2.4％。因此，DRC已完成收入計劃的87.5％和稅前利潤計

劃的114.5％。

• 第四季度強勁復甦的亮點是Radial（同比增長32％的消費量）和Bias（同比增長16％的量）兩個產品線的增長，其中Ridial是輪胎行

業的主要增長趨勢。此外，第四季度出口的強勁復甦也顯示了DRC在巴西和美國市場的能力。利潤增長更強勁是因為DRC在橡膠

價格飆升之前已經以較低的商品成本維持了大量的庫存，並且因為Radial-Phase 1工廠正式從2020年8月底開始全面折舊。

• 我們預計，由於運輸行業的複蘇，輪胎產品的需求也再度增加，尤其是出口具有競爭性高的Radial輪胎產品，因此DRC收入將在從

2020年的低水平，在2021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強勁增長。DRC還計劃在2021年將第二期Radial輪胎工廠的產能從600,000輪胎/年增

加到1,200,000輪胎/年。

• DRC在2021年的利潤率也將好於Radial工廠的第一階段已經完全沒有折舊。從長遠來看，尋求具有更高售價的出口驅動型增長的戰

略可以提高DRC的利潤率。

• 以當前價格，DRC的P/E TTM交易價為13.3倍（EPS TTM為2159越南盾），低於輪胎行業的平均P/E TTM 13.7倍。該企業的股票評級

為86點，基本點和價格強度均在80點以上；因此，我們對該股票的增長維持積極的評級。DRC的價格走勢強勁，接近舊峰值區域，

並且價格走勢圖顯示有進入積極的劇烈波動時期的跡象；因此，我們認為有可能超過舊峰值。同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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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C 

建議價格 28.65 

目前價格 28.65 

短期趨勢 上漲

中期趨勢 上漲

短期目標 34.92 

與目前價格相比的短期上漲空間 21.90%

短期停損 27.10 

Reward/Risk 2.38 

預期持有（盤） 18 

最佳分配比例 15.95%

建議 買進

DRC – 前六個月的預測持續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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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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期建議

BCM 59.80 上漲 上漲 24/12/2020 T+41 42.80 53.13 39.72% 持有

PC1 26.70 上漲 上漲 3/2/2021 T+12 24.40 23.81 9.43% 持有

FPT 78.20 上漲 上漲 3/2/2021 T+12 66.00 71.45 18.48% 持有

HPG 43.85 上漲 下跌 4/2/2021 T+11 42.00 39.35 4.40% 持有

VPB 41.30 上漲 下跌 4/2/2021 T+11 35.45 36.11 16.50% 持有

TDC 17.50 上漲 下跌 5/2/2021 T+10 16.35 14.90 7.03% 持有

BVS 20.50 上漲 下跌 5/2/2021 T+10 18.40 17.04 11.41% 持有

PVS 21.80 上漲 下跌 5/2/2021 T+10 18.30 17.23 19.13% 持有

DGC 59.70 上漲 上漲 8/2/2021 T+9 54.10 52.06 10.35% 持有

VND 27.50 上漲 下跌 8/2/2021 T+9 26.35 24.40 4.36% 持有

GIL 60.90 上漲 上漲 8/2/2021 T+9 53.90 53.44 12.99% 持有

KDC 44.80 上漲 上漲 17/2/2021 T+2 41.70 39.81 7.43% 持有

HSG 24.90 上漲 上漲 18/2/2021 T+1 25.45 22.12 -2.16% 持有

HDG 41.45 上漲 上漲 18/2/2021 T+1 41.50 36.04 -0.12% 持有

CTR 88.60 上漲 上漲 18/2/2021 T+1 88.40 74.34 0.23% 持有

DBC 53.80 上漲 下跌 19/2/2021 T+0 53.80 52.08 0.00% 買進

DCM 13.65 上漲 下跌 19/2/2021 T+0 13.65 13.35 0.00% 買進

DRC 28.65 上漲 上漲 19/2/2021 T+0 28.65 27.68 0.00% 買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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