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個股焦點 

AMS, PVI 

上漲 



AMS — 受益於風電項目 

短期阻力關卡: 19.50 

短期支撐關卡: 16.83 

短期趨勢 (5-10 天): 上漲 

中期阻力關卡: 20.29 

中期支撐關卡: 14.68 

中期趨勢 (1-3 月): 上漲 

上漲 買進 



AMS — 受益於風電項目 

• AMS 錄得 2021年 6 個月的收入為 1 兆 4,220 億越南盾，同比增長 24%；稅前利潤為 513 億越南盾，同比增長 148%。因此，在今年前 6 個月之後，

AMS 已完成了 89% 的收入目標和 68% 的稅前利潤目標。 2021 年第二季度末，AMS 的總資產/權益比率從年初的 5.2 倍下降至 4.0 倍，第二季度末的總

債務比年初下降了 24%。 

• AMS 目前在工廠的製造、建造、安裝和維修領域開展業務。公司近期重大項目如：Long Son 石化項目（包值 7200 億越南盾）、Ca Mau 化肥 NPK項目

（AmeCC-CECO承包商合資為 EPC 總承包，包值 6000 億越南盾）。我們認為，AMS 6M2021 積極的經營業績來自這兩個項目的模塊交付和電力項目

（太陽能、風電、氣電）機械產品的銷售。由於毛利率同比小幅改善 20 個基點至 7.5%，以及利息支出同比下降 35%，利潤強勁增長。 

• 短期內，由於 AMS 在 Myanmar Shipyards–AMECC 合資公司（價值 1990 億越南盾）和南方AMECC公司（ 20 億越南盾）的股權轉讓，AMS可能在 

2021 年最後 6 個月錄得異常利潤。  

• .此外，AMS 的核心業務利潤也得到了 Long Son 項目（可能在 2021 年第四季度移交給投資方）和風電項目的加速進展支持，以享受在 2021 年 10 月 31 

日前的優惠待遇。此外，該公司正在繼續降低其債務比率，這對 AMS 來說是一個加分點。 

• 按照目前的收盤價，AMS 的市盈率 TTM 為 9.1 倍（相當於 TTM 每股收益 1,908 越南盾）。 AMS 的股票評級為 92 點，因此我們維持該股票的積極增

長評級。 

• AMS價格圖表收盤上漲 1.1%，價格圖表逼近19.50的短期阻力位。同時，價格走勢圖顯示進入積極的強力震盪期的跡象，AMS的短線走勢也轉至上漲。

因此，我們建議短線投資者可考慮現價買進股票，比重為 5%。 



股票代碼  AMS  

建議價格                  18.40  

目前價格                  18.40  

短期趨勢  上漲  

中期趨勢  上漲  

短期目標                  20.29  

與目前價格相比的短期上漲空間 10.27% 

短期停損                  16.90  

Reward/ Risk                    1.79  

預期持有（盤）                      13  

最佳分配比例 5.00% 

建議 買進 

AMS — 受益於風電項目 



PVI – 撤資將成為股價的驅動力 

短期阻力關卡: 58.27 

短期支撐關卡: 47.22 

短期趨勢 (5-10 天): 上漲 

中期阻力關卡: 58.27 

中期支撐關卡: 43.10 

中期趨勢 (1-3 月): 上漲 

上漲 買進 



PVI – 撤資將成為股價的驅動力 

• 2021年前9個月，PVI實現總收入為 7 兆 5840 億越南盾，完成 9 個月計劃的 108% 和 2021 年計劃的 79%，同比增長+10%。僅就初級保險而言，

收入同比增長 10%。PVI 保險的稅前利潤達到 6870 億越南盾，同比增長 20%，完成 9 個月計劃的 162% 和年度計劃的 106%。2021 年，PVI 

的稅前利潤目標為 8750 億越南盾（同比 -17%），總保費為 10 兆 4110 億越南盾（同比增長 14%）。 PVI 計劃在以 14% 的比率支付2021 年

現金股息。 

• 嚴格的社會隔離措施可能導致第三季度保險收入增長動力（壽險和非壽險）減弱，包括 (1) 許多企業倒閉。仍然在低產能、高投入價格和預

防感染方面的支出正在減少利潤，從而勞動人的收入被減少，導致減少包括保險在內的非必要需求，以及 (3) 政府公共投資計劃的延遲。當

疫苗接種率逐漸增高，並允許經濟活動能逐步重新開放，復甦的計劃將在第四季度實施。 

• 由於經濟活動復甦以及貨運、旅行和信用安全保險的複蘇，我們預計 PVI 將在 2022 年實現更好的非壽險保費增長。然而，低利率環境會影

響投資回報，因為保險公司的大部分投資組合是銀行存款和政府債券。此外，近年來國內保險公司的再保險成本由於眾多保險公司的虧損

而迅速增加，也影響了經營業績。 

• PVN 對 PVI 的撤資可能會在 2021 年進行，並將為股價創造短期動力。 

• 以目前的價格，PVI 的遠期市帳率為 1.7 倍。 PVI 的股票評級為 88 點，因此我們維持該股票的積極增長評級。從 2021 年 10 月開始，隨著

成交量的增加，PVI 的價格圖表達到了 52 周高點。同時，價格圖表退出橫盤階段，短期趨勢也轉為上漲。因此，我們建議短線投資者考慮

買進股票，比重為 3.07%。 



股票代碼  PVI  

建議價格                  53.10  

目前價格                  53.10  

短期趨勢  上漲  

中期趨勢  上漲  

短期目標                  58.26  

與目前價格相比的短期上漲空間 9.72% 

短期停損                  49.70  

Reward/ Risk                    1.31  

預期持有（盤）                      23  

最佳分配比例 3.07% 

建議 買進 

PVI – 撤資將成為股價的驅動力 



YS30 投資項目 

NKG 

上漲 



BCG — 進入可持續增長周期 

• BCG 的股票評級為 92 點，因此我們維持對該股票

的積極增長評級。BCG 的價格圖表收盤上漲 3% 並

創下 52 週新高。 BCG 的價格圖表分別年比上漲了 

115% 和月比上漲了 34%。積極的是，價格強度在 

90 點以上表明 BCG 的價格圖表正在進入可持續的

增長周期。 同時，短期風險仍然較低，主要是在長

期上漲後出現小幅回調。 

• BCG 實現了 97.55% 的暫計回報率，超過了其 14.65 

的短期目標和 18.29 的基本估值目標。 因此，我們

建議投資者可繼續持有股票。 

源自：YSV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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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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DC         97.00  上漲 上漲 19/07/2021 T+71         53.00           89.99  83.02% 持有 

VSH         30.10  上漲 上漲 06/09/2021 T+36         29.50           28.53  2.03% 持有 

HPG         55.10  下跌 上漲 07/09/2021 T+35         51.20           55.75  7.62% 賣出 

BMI         44.50  上漲 上漲 17/09/2021 T+27         35.80           38.43  24.30% 持有 

IPA         77.80  上漲 上漲 22/09/2021 T+24         62.10                -    25.28% 持有 

VCS       126.10  上漲 上漲 23/09/2021 T+23       130.70         124.31  -3.52% 持有 

DCM         31.50  上漲 上漲 30/09/2021 T+18         24.75           30.38  27.27% 持有 

DPM         45.05  上漲 上漲 30/09/2021 T+18         35.45           42.64  27.08% 持有 

HSG         47.00  下跌 上漲 05/10/2021 T+15         48.65           47.70  -3.39% 賣出 

DHC         94.20  上漲 上漲 05/10/2021 T+15         88.80           89.88  6.08% 持有 

PVP         19.40  上漲 上漲 05/10/2021 T+15         20.10           18.42  -3.48% 持有 

DIG         41.20  上漲 上漲 07/10/2021 T+13         33.25           38.23  23.91% 持有 

ITD         23.90  下跌 上漲 07/10/2021 T+13         21.60           23.90  10.65% 賣出 

TNG         32.10  上漲 上漲 07/10/2021 T+13         31.20           29.08  2.88% 持有 

TLH         23.00  上漲 上漲 08/10/2021 T+12         22.55           22.06  2.00% 持有 

SZC         59.00  上漲 上漲 08/10/2021 T+12         52.70           55.28  11.95% 持有 

VCI         60.00  下跌 上漲 08/10/2021 T+12         60.50           61.38  -0.83% 賣出 

HAH         68.00  下跌 上漲 11/10/2021 T+11         70.00           68.13  -2.86% 賣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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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S         36.60  上漲 上漲 12/10/2021 T+10         38.20           36.14  -4.19% 持有 

VPB         37.00  上漲 下跌 12/10/2021 T+10         36.80           36.70  0.54% 持有 

TCB         50.90  下跌 下跌 12/10/2021 T+10         53.00           51.31  -3.96% 賣出 

AGR         16.80  上漲 上漲 13/10/2021 T+9         17.45           16.29  -3.72% 持有 

VNP         24.00  上漲 上漲 14/10/2021 T+8         22.50           20.78  6.67% 持有 

GVR         39.30  上漲 上漲 15/10/2021 T+7         38.40           36.33  2.34% 持有 

MBS         32.40  上漲 上漲 20/10/2021 T+4         34.20           31.64  -5.26% 持有 

TDC         26.80  上漲 上漲 20/10/2021 T+4         24.70           24.08  8.50% 持有 

HMC         31.60  上漲 上漲 22/10/2021 T+2         31.35           30.77  0.80% 持有 

AMS         18.40  上漲 上漲 26/10/2021 T+0         18.40           18.27  0.00% 買進 

PVI         53.10  上漲 上漲 26/10/2021 T+0         53.10           50.41  0.00% 買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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