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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踏體育（2020）：受惠國家大力發展體育競賽，目標 2025 年規模達 2 萬億元，有望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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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推動股價的催化劑。走勢上看，於 100 天線見承接力，可於 36.2 元水平留意，短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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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金（2899）:市場震蕩，資金趨向避險，金價創半年高位，帶動金礦股造好，當中紫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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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有利好/淡消息的公司：

每日觀察名單
公司

原因

利好消息：首都創投（2324）、星謙發展（640）、高豐集團（2863）、

首都創投（2324）

業績

黛麗斯國際（333）、中國織材（3778）、中國奧園（3883）。

星謙發展（640）

業績

高豐集團（2863）

業績

黛麗斯國際（333）

盈喜

其中可留意的股份：首都創投（2324）、中國奧園（3883）。

中國織材（3778）

盈喜

中國奧園（3883）

購買資產

其中應特別避免的股份：中綠（904）。

安寧控股（128）

盈警

凱知樂（2122）

盈警

中綠（904）

盈警

利淡消息：安寧控股（128）、凱知樂（2122）、中綠（904）。

利好/淡消息
利好消息方面：首都創投（2324）業績：截至今年 9 月底止，年度虧損 2.44 億元，不派末

數據速覽
昨天恆指

25,753

變動/%

130/0.5%

昨天國企指數

10,101

變動/%

10/0.1%

大市成交（億港元）

912

沽空金額（億港元）

133

佔大市成交比率

14.6%

上證指數

2,516

變動/%

-20/-0.8%

昨晚道指

22,445

變動/%

-414/-1.8%

金價（美元/安士）

1,260

變動/%

4/0.3%

油價（美元/桶）

45.6

變動/%

-0.3/-0.7%

美國 10 年債息（%）

2.79

變動（點子）

+1bps

人民幣兌換參考價格
賣出

買入

1.14130

1.12310

期息。去年同期虧損 5.88 億元。星謙發展（640）業績：截至 9 月底止，全年盈利 4031.1
萬元，派末期息 2.6 仙。去年同期虧損 2027.9 萬元，期內收益 6.63 億元，按年升
22.89%。高豐集團（2863）業績：截至今年 9 月底止，全年盈利 2712.5 萬元，按年上升
21.29%，不派末期息，期內收益 3.75 億元，按年增長 21.76%。黛麗斯國際（333）盈喜：
預期截至 12 月底止半年錄得虧損。去年同期盈利 1929.5 萬元，主因收入下跌及產品組合的
調整，同時一般和行政費用增加。中國織材（3778）盈喜：預期截至 12 月底止全年綜合純
利按年增加。去年盈利 5029.3 萬元（人民幣）。主因產品組合提升、市場環境改善，導致
毛利增加。中國奧園（3883）購買資產：收購 4 幅位於浙江省湖州市的地皮，合共作價
7.31 億元（人民幣），其中兩幅土地位於望山路以南及鳳凰路以東，總地盤面積約 14.83 萬
平方米，作商業及住宅用途。另外兩幅地皮則位於杭長高速以西及石馬港以北，總地盤面積
約 12.44 萬平方米，作住宅用途。

利淡消息方面：安寧控股（128）盈警:今年首 11 個月錄得虧損約 5800 萬元，預期截至 12
月底止全年，虧損將大幅增加。去年同期虧損 650.5 萬元。主因投資組合表現不佳，帶來已
變現及未變現虧損淨額，而去年同期則錄得已變現及未變現收益淨額。凱知樂（2122）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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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預料截至今年 12 月底止，全年淨溢利大幅減少，去年同期盈利 5935.2 萬元。主因經營
因素及嚴峻市況持續，令毛利大幅下跌。中綠（904）盈警:預期截至今年 10 月底止中期虧
損大幅增加，去年同期虧損 1149.5 萬元人民幣。主因毛利下跌約 71%，以及一般及行政開
支增加。
大市回顧：
美國紐約聯邦檢察機關指控兩名中國公民協同中國國安部，聲稱其在美國及其他多國大範圍
開展駭客行動，竊取智慧財產權和其他數據，中方對此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中美關係再度
轉趨緊張。美股三大指數皆挫，美滙指數回落。恒指升 130 點（0.5%），報 25,753 點。國
企指數漲 10 點（0.1%），報 10,101 點。大市成交金額約 912 億元。內地股市，滬指收報
2,516 點，跌 20 點（0.8%）。深成指收報 7,338 點，跌 89 點（1.2%）。兩市成交金額合
計約 2,363 億元。藍籌股方面，友邦（1299）彈 1.0%；港交所（388）上 0.3%；匯豐控股
（5）揚 1.5%；建行（939）漲 0.3%；中國平安（2318）下滑 1.1%。
市場震蕩，資金趨向避險，金價創半年高位，帶動金礦股造好。招金（1818）升 0.9%；山
東黃金（1787）漲 0.4%；中國黃金國際（2099）上 0.8%；壇金礦業（621）彈 2.8%。
《上海證券報》引述與會人士指出，由於 11 個試點城市情況不一，預計帶量採購會在明年
2 月底至 3 月初在各地陸續啟動實施，上海會率先執行。石藥（1093）升 1.6%；中生製藥
（1177）降 0.2%；國藥（1099）漲 0.3%；三生製藥（1530）揚 0.3%。高通（US：
QCOM）在德國法院勝訊，獲准永久禁售部分 iPhone，加上華為遭滙控（5）及渣打
（2888）切斷融資等業務來往，手機設備股承受沽壓。高偉電子（1415）升 2.1%；通達集
團（698）跌 6.5 %；舜宇（2382）升 0.3%；瑞聲（2018）漲 0.9%。
異動股方面，康師傅（322）宣佈主席退休魏應州，魏宏名接替職務，股價受挫 2.4%；中宣
部版權局副局長馮士新在 2018 中國遊戲產業年會上表示，首批部分遊戲已經完成審核，正
在抓緊核發版號，騰訊（700）升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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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責聲明
本報告所載資訊、工具及資料僅作參考資料用途，並不用作或視作為銷售、提呈或招攬購買或認購本報告所述證券、投資產品或其他金融工具之邀請或要
約，也不構成對有關證券、投資產品或其他金融工具的任何意見或建議。編制本研究報告僅作一般發送。並不考慮接獲本報告之任何特定人士之特定投資
對象、財政狀況及特別需求。閣下須就個別投資作出獨立評估，於作出任何投資或訂立任何交易前，閣下須就本報告所述任何證券諮詢獨立財務顧問。
本報告所載資訊、工具及資料並非用作或擬作分派予在分派、刊發、提供或使用有關資訊、工具及資料抵觸適用法例或規例之司法權區或導致永豐金證券
（亞洲）及／或其附屬公司或聯屬公司須遵守該司法權區之任何註冊或申領牌照規定的有關司法權區的公民或居民。
本報告所載資料及意見均獲自或源於永豐金證券（亞洲）可信之資料來源，但永豐金證券（亞洲）並不就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作出任何聲明，於法律及／或
法規准許情況下，永豐金證券（亞洲）概不會就本報告所載之資料引致之損失承擔任何責任。本報告不應倚賴以取代獨立判斷。永豐金證券（亞洲）可能
已刊發與本報告不一致及與本報告所載資料達致不同結論之其他報告。該等報告反映不同假設、觀點及編制報告之分析員之分析方法。
主要負責編制本報告之研究分析員確認：（a）本報告所載所有觀點準確反映其有關任何及所有所述證券或發行人之個人觀點；及（b）其於本報告所載之
具體建議或觀點於過去、現在或將來，不論直接或間接概與其薪酬無關。
過往表現並不可視作未來表現之指標或保證，亦概不會對未來表現作出任何明示或暗示之聲明或保證。
永豐金證券（亞洲）之董事或僱員，如有投資於本報告內所涉及的任何公司之證券或衍生產品時，其所作出的投資決定，可能與這報告所述的觀點並不一
致。
一般披露事項
永豐金證券（亞洲）及其高級職員、董事及僱員（包括編制或刊發本報告之相關人士）可以在法律准許下不時參與及投資本報告所述證券發行人之融資交
易，為有關發行人提供服務或招攬業務，及／或於有關發行人之證券或期權或其他有關投資中持倉或持有權益或其他重大權益或進行交易。此外，其可能
為本報告所呈列資料所述之證券擔任市場莊家。永豐金證券（亞洲）可以在法律准許下，在本報告所呈列的資料刊發前利用或使用有關資料行事或進行研
究或分析。永豐金證券（亞洲）一名或以上之董事、高級職員及／或僱員可擔任本報告所載證券發行人之董事。永豐金證券（亞洲）在過去三年之內可能
曽擔任本報告所提供及任何或所有實體之證券公開發售之經辦人或聯合經辦人，或現時為其證券發行建立初級市場，或正在或在過去十二個月內就本報告
所述投資或一項有關投資提供重要意見或投資服務。
本研究報告的編制僅供一般刊發。本報告並無考慮收取本報告的任何個別人士之特定投資目標、財務狀況及個別需要。本報告所載資料相信為可予信賴，
然而其完整性及準確性並無保證。本報告所發表之意見可予更改而毋須通知，本報告任何部分不得解釋為提呈或招攬購買或出售任何於報告或其他刊物內
提述的任何證券或金融工具。本公司毋須承擔因使用本報告所載資料而可能直接或間接引致之任何責任。
根據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規定之監管披露事項
永豐金證券（亞洲）有限公司（「永豐金證券（亞洲）」）之政策：





刊發投資研究之研究分析員並不直接受投資銀行或銷售及交易人員監督，並不直接向其報告。
研究分析員之薪酬或酬金不應與特定之投資銀行工作或研究建議掛鉤。
禁止研究分析員或其聯係人從事其研究／分析／涉及範圍內的任何公司之證券或衍生產品的買賣活動。
禁止研究分析員或其聯係人擔任其研究／分析／涉及範圍內的任何公司之董事職務或其他職務。

永豐金證券（亞洲）集團於香港從事投資銀行、坐盤交易、市場莊家或促銷或代理買賣之公司［包括永豐金證券（亞洲）］（「該等公司」）並非本報告
所分析之公司證券之市場莊家。
該公司與報告中提到的公司在最近的 12 個月內沒有任何投資銀行業務關係。
截至 2018 年 12 月 24 日，若永豐金證券（亞洲）有限公司擁有上述任何公司的財務權益，其合計總額未有相等於或高於上述任何公司市場資本值的 1%。
分析員認證：
本研究報告中所表達的意見，準確地反映了分析員對於有關證券或發行人的的個人觀點。研究分析員的薪酬與在報告中表達的具體建議或觀點沒有任何直
接或間接的相關。
©2017 永豐金證券（亞洲）有限公司。保留所有權利。除非特別允許，該報告任何部分不得未經永豐金證券（亞洲）有限公司事先書面許可以任何方式進
行複製或分發。永豐金證券（亞洲）有限公司概不承擔第三方此方面行為的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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