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個股焦點

CSV, TNG



CSV — 由於消費需求驅動的增長

短期阻力關卡: 57.00

短期支撐關卡: 46.31

短期趨勢 (5-10 天): 上漲

中期阻力關卡: 69.00

中期支撐關卡: 40.00

中期趨勢 (1-3 月): 中性

上漲 買進



CSV — 由於消費需求驅動的增長
• CSV 錄得 2022 年第一季度的收入為 4,830 億越南盾，同比增長 63%，稅前利潤為 1,400 億越南盾，同比增長 200%。因此，CSV 已完成 28% 的收入計

劃和 56% 的稅前利潤目標。

• 2022 年第一季度的收入繼續增長，原因是由於俄羅斯-歐盟緊張局勢導致供應短缺，以及中國因 Zero COVID 政策實施的封鎖，從 2022 年初到目前，

商品的售價持續上漲。回報率增長至 36.0%（同期為 27.1%）。利潤的強勁增長還得益於利息支出大幅下降 67%，銷售費用下降 1%，以及管理費用同

比小幅增長 12%。

• 由於 CSV 的客戶是 Unilever、P&G、NET、Ajinomoto、Pinaco 等大型消費企業，CSV 將受益於消費需求的複甦。GSO 的數據顯示，2022 年 4 月和 2022

年 5 月，零售總額同比分別增長 12.1% 和 22.6%，這種增長是持續的，並且逐月高於上個月，從年初至今。因此，我們認為 CSV 的 2022 年第二季度

的收入將繼續積極·增長。此外，CSV 在同期的化工價格高企的背景下受益，幫助增加利潤率。

• CSV 的資本結構相當強勁，債務/權益比率僅為 4%，CSV 的總債務在 2022 年第一季度與年初相比減少 30%，這在通貨膨脹的背景下是非常積極的和利

率有所增加.

• 以當前收盤價計算，CSV 的市盈率 TTM 為 8.6 倍（相當於 TTM EPS 為 54,500 越南盾）。CSV 的股票評級為 88 點，因此我們維持該股票的積極增長評

級。

• CSV 的價格走勢圖收盤上漲 5.2%，交易量比 20 日均線強勁增長。同時，價格走勢圖仍處於短期調整階段，價格走勢圖在未來幾個交易日可能無法完

全突破 57.0 的阻力位。此外，CSV 的短期走勢也調整至上漲。因此，我們建議短期投資者可以考慮以 5% 的低比例以現價買進，並等待市場的短期走

勢良好時逐步增加比例。



股票代碼 CSV 

建議價格 54.50 

目前價格 54.50 

短期趨勢 上漲

中期趨勢 中性

短期目標 63.79 

與目前價格相比的短期上漲空間 17.04%

短期停損 46.32 

Reward/ Risk 3.46 

預期持有（盤） 23 

最佳分配比例 5.00%

建議 買進

CSV — 由於消費需求驅動的增長



TNG – 由於轉為 FOB 方式，回報率得到改善

短期阻力關卡: 33.90

短期支撐關卡: 26.19

短期趨勢 (5-10 天): 上漲

中期阻力關卡: 38.95

中期支撐關卡: 23.00

中期趨勢 (1-3 月): 中性

上漲 買進



TNG – 由於轉為 FOB 方式，回報率得到改善
• TNG 剛宣布，2022 年 5 月的銷售額達到 6,660 億越南盾，同比增長 42%。2022 年第 5 個月累計，TNG 錄得收入為 2 兆 4,790 億越南盾，同比增長 42%，完成

2022 年收入計劃的 41%。

• 5 月份消費收入持續增長，對 TNG 來說是積極點，我們認為 TNG 的收入在短期內受通脹影響仍然較小，因為所有商品已經簽訂至年底。2022 年第一季度回

報率仍增長至 12.5%（同期為 12.2%），這得益於訂單結構轉為 FOB 類型，儘管運輸成本較高，但運輸成本增加時對利潤的影響較小。同行業的企業受到高

昂的運輸成本和紗線成本的影響很大。

• 在紡織服裝板塊，TNG 不斷投資，生產線數量從 2018 年的 236 條增加到 2021 年底的 319 條。根據計劃，TNG 將投產擁有 50 條縫紉線的 Dong Hy 2 工廠項

目從 2022 年開始，Dai Tu 2 項目從 2023 年開始擁有 32 條縫紉線。這將是 TNG 的中短期增長動力。

• 在房地產領域，Cam Son 1 工業集群（總面積 70.5 公頃，平整 42 公頃）將成為 TNG 的增長引擎。到 2022 年，Son Cam 1 產業集群預計將 100% 填充，並帶

來 1 兆 220 億越南盾的預期收入。

• 我們預計 2022 年和 2023 年的 TNG 收入將分別增長 26% 和 20%。然而，我們也注意到新股發行計劃帶來的稀釋風險。

• 以當前收盤價計算，TNG 的市盈率 TTM 為 11.6 倍（相當於 TTM EPS 為 2,590 越南盾）。TNG 的股票評級為 87 點，因此我們維持該股票的積極增長評級。

• TNG 的價格走勢圖收盤上漲 6.6%，成交量比 20 日均線增加。同時，價格走勢圖仍處於短期調整階段，因此投資者在大幅上漲的趨勢中限制追買。此外，

TNG 的短期走勢也調整至上漲。因此，我們建議短期投資者可以考慮以 5% 的低比例以現價買進，並等待市場的短期走勢良好時逐步增加比例 。



股票代碼 TNG 

建議價格 32.10 

目前價格 32.10 

短期趨勢 上漲

中期趨勢 中性

短期目標 37.36 

與目前價格相比的短期上漲空間 16.37%

短期停損 26.19 

Reward/ Risk 2.20 

預期持有（盤） 20 

最佳分配比例 5.00%

建議 買進

TNG – 由於轉為 FOB 方式，回報率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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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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GC 132.00 上漲 上漲 20/05/2022 T+21 99.03 121.60 33.29% 限制新買

GEG 25.50 上漲 上漲 20/05/2022 T+21 20.84 22.01 22.37% 持有

PC1 45.50 上漲 上漲 31/05/2022 T+14 36.85 40.28 23.47% 持有

NT2 29.00 上漲 上漲 01/06/2022 T+13 23.40 25.56 23.93% 持有

CSV 54.50 上漲 中性 20/06/2022 T+0 54.50 46.31 0.00% 買進

TNG 32.10 上漲 中性 20/06/2022 T+0 32.10 26.19 0.00% 買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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