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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電訊-SS（6823）：香港電訊-SS 近日從高位回落後，在 11.2 元反彈，以 50 天線作支

黃景成

持，可博重拾升勢，目標價 12 元，反方向下跌至 11 元可先行觀望。

研究員

招金礦業（1818）：市場憂慮經濟衰退，避險升温，招金礦業企穩 8 元，可作投機性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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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目標價 8.5 元，下穿 7.5 元可先行觀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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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介版塊：
新創建集團（659）：股市震蕩，公用股為穩健之選。當中新創建（659）股價自收購富通

黃淼雲

保險後有所回落，或提供良好的買入機會。走勢上，回至 100 天線見承接力，可以再 15.8

研究員

元水平留意，短期上望 17.2 元，宜 15.2 元止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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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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航空（1055）、復星醫藥（2196）、中國鐵建（1186）。

南方航空（1055）

股東增持

其中可留意的股份：南方航空（1055）。

復星醫藥（2196）

藥品獲一致性
評價

中國鐵建（1186）

項目中標

融信中國（3301）

營運數據

富力地產（2777）

營運數據

中國奧園（3883）

營運數據

巿場展望及評論：
2019 年第一個交易日恒指受國內經濟數據轉差開出黑盤，跌幅亦大，曾低見 25,055，期貨
更跌穿兩萬五千大關收市，50 隻指數股有 48 檔報跌，成交卻仍未能回升，令投資者失望，
24,500-25,000 大關屬十月底的徘徊區，不宜失守；指數股方面，早前跑贏的國企內房孖寶

數據速覽
昨天恆指

25,130

變動/%

-715/-2.8%

昨天國企指數
變動/%

9,834
-291/-2.9%

大市成交（億港元）

681

沽空金額（億港元）

127

佔大市成交比率

維持本地銀行股仍應「捨小取大」的看法；中國中車（1766）尚算守穩上升軌，站穩＄7.3
上仍可候低買入，收市跌破則要嚴守止蝕；

19/0.1%

美股隔晚先大跌後回升，ADR 指數報升約 280 點至 25,400 水平但場外期貨則顯示升幅收

1,286

窄，預託證券股價普遍上升，其中以三桶油升幅較大；上日有 2,830 張牛證街貨被強制收

金價（美元/安士）
變動/%

2/0.1%

油價（美元/桶）

45.8

變動/%

間，反而同業首選招商銀行（3968）頗超賣，可留意在$27 左右小注買入博反彈；匯控

2,465
23,346

變動/%

要跌破 11 元關，三者皆未宜撈底，交通銀行（3328）亦似要追跌，支持區域在 5.6-5.7 元
（5）掀港元搶存戰，新推高端客戶 6 個月定存年息達 2.4 厘，細銀行的加息壓力仍大，仍

-29/-1.2%

昨晚道指

一但要追跌下跌幅度可以頗大，三桶油亦重挫，其中基本面最佳的中海油（883）追跌，應

18.6%

上證指數
變動/%

中國海外（688）及華潤置地（1109）跌幅較大，可能已扭轉自十月中起上升的步伐，留意

-0.7/-1.6%

美國 10 年債息（%）

2.63

變動（點子）

-6bps

人民幣兌換參考價格
賣出

買入

1.14670

1.12840

回，收市後牛證及熊證街貨皆微跌，熊牛證街貨比例仍在 0.99 正常水平，牛證重貨區下移
至 24,700-25,000，熊證重貨區亦下移至 25,928-26,028，短線仍有殺牛證誘因。其他股份
方面，恒大健康（708）與 FF（Faraday Future）達成協議，訴訟告終，前者在約 10 元橫
行已久，預料消息有利股價向上，短期可上望 12.5 元；香港寬頻（1310）上個整月一直在
11.5 元至 12.1 元橫行，若能突破上限區可考慮，或回落至 11.5 元可留意；裕元集團
（551）上月見強勢，昨日創 1 個月新高，若能企穩在 25 元，可留意；以下四隻股票適合
小注留意：中國機械工程（1829）上月低位重拾升勢，可上試過往兩個月高位 3.9 元；特步
1

本地市場導報

2019 年 1 月 3 日
國際（1368）早前在 4 元企穩，升穿 4.25 元橫行壓力區，預計有力升至 4.5 元；天能動力
（819）過往三個月在 6 元低位徘徊，20 天線為短期阻力，成功突破可挑戰 7.1 元；凱知樂
國際（2122）上日成交有增，走勢跟十月頭相似，有機會上試 0.4 元，0.325 作止蝕，宜炒
不宜揸。
利好/淡消息
利好消息方面：南方航空（1055）股東增持：卡塔爾航空（Qatar Airways）於 2018 年 12
月 28 日，分別買入該公司 8600 股 A 股及 6000 股 H 股。購入上述股份後，卡塔爾航空持
有南航 A 股和 H 股分別約佔總股本約 3.51%和 1.49%，合計 5%。復星醫藥（2196）藥品
獲一致性評價：控股子公司重慶藥友製藥，收到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頒發的關於吲達帕胺片
的《藥品補充申請批件》，該藥品通過仿製藥質量和療效一致性評價。該公司表示，該藥品
主要用於治療原發性高血壓，通過仿製藥一致性評價，有利於其市場銷售。中國鐵建
（1186）項目中標：中標滁州至南京城際鐵路（滁州段）一期工程 PPP 項目，項目總投資
91.96 億元人民幣。中標項目合作期 30 年；建設期 3.5 年，運營期 26.5 年。採用政府可行
性缺口補貼加使用者付費回報機制。
營運數據方面：融信中國（3301）去年總合約銷售額約 1218.84 億元（人民幣），按年增
長 1.43 倍；總合約建築面積約 562.41 萬平方米，按年升 1.36 倍；平均合約售價約每平方
米 2.17 萬元。單計去年 12 月，總合約銷售額約 136.66 億元，按年增長 50.61%；合約建
築面積約 60.77 萬平方米，按年升 20.64%；平均合約售價約為每平方米 2.25 萬元。富力地
產（2777）2018 年全年合約銷售金額約 1310.6 億元（人民幣），按年增 60.1%，銷售面
積約 1018.01 萬平方米，按年增 60.97%。單計去年 12 月，合約銷售總金額約 172.1 億
元，按年增 1.07 倍；銷售面積約 125.12 萬平方米，按年增 1.06 倍。中國奧園（3883）去
年全年合同銷售額累計約 912.8 億元（人民幣），按年增長約 1 倍。單計 12 月，合同銷售
金額約 173.9 億元，按年增長約 55%。

大市回顧：
踏入 2019 年首個交易日，官方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昨開報 6.84，較上交易日中間價上調
150 點子。港股昨日輕微低開，隨後中國公佈 12 月財新製造業 PMI 為 49.7，遜於市場預
期，跌幅迅速擴大。恒指跌 715 點（2.8%），報 25,130 點。國企指數降 291 點
（2.9%），報 9,834 點。大市成交金額約 681 億元。內地股市，滬指收報 2,465 點，跌 29
點（1.2%）。深成指收報 7,149 點，跌 91 點（1.3%）。兩市成交金額合計約 2,263 億元。
藍籌股方面，騰訊（700）跌 2.4%；友邦（1299）降 3.2%；港交所（388）下 2.0%；匯
豐控股（5）回 2.3%；中國平安（2318）下滑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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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去年賭收逾 3000 億澳門元，按年增幅重上雙位數，勝市場預期，但濠賭股普遍受壓。
銀河娛樂（27）跌 4.9%；金沙（1928）下滑 4.4%；永利澳門（1128）跌 5.4%；美高梅
（2282）降 4.3%；澳博（880）回 4.0%。工行（1398）前董事長姜建清表示，內地銀行
業信貸過度增長，若控制不當，則可能產生局部或系統性風險，內銀股受壓。建行（939）
跌 2.9%；工行（1928）下滑 2.9%；農行（1288）走低 1.5%；中國銀行（3988）降 1.8%.
異動股方面，恒大健康（708）達成協議，以２億美元，購３２％的ＦＦ優先股，並１００
％持有ＦＦ在香港及重組協議項下的權利，而且與賈躍亭同意撤銷及放棄所有現有訴訟、仲
裁程序同所有未來訴訟的權利，逆市揚 5.8%。港股昨日上升股份數為 386，下跌股份數為
1,354。整體市況偏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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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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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