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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推介：
領展房產基金（823）:本週股價重上 100 天線，企穩可考慮。短期目標：$97.1（2019 年 7

黃淼雲

月 18 日高位），止蝕價：$93.6（100 天線）。

研究員
james.wong@sinopac.com

今天有利好/淡消息的公司：
利好消息：中海油田服務（2883）、亞洲金融（662）、金地商置（535）、中海物業
（2669）、保利達資產（208）、美東汽車（1268）、中國銀行（3988）、東亞銀行

每日觀察名單

（23）、偉祿集團（1196）、北京北辰實業股份（588）、綠地香港（337）、九龍建業

是日推介
領展房產基金（823）

（34）、東陽光藥（1558）、比亞迪股份（1211）、富豪酒店（78）。
利淡消息：昆明機床（300）、巨騰國際（3336）、恒基地產（12）、恒基發展（97）、
萬達酒店發展（169）、香格里拉（亞洲）（69）、力量能源（1277）、卜蜂蓮花

利好消息

（121）、中國澱粉（3838）、五礦資源（1208）、中駿集團控股（1966）、富元國際集

公司

原因

中海油田服務（2883）

業績

亞洲金融（662）

業績

控股（404）、百利保控股（617）、世紀城市國際（355）、三生製藥（1530）、太睿國

金地商置（535）

業績

中海物業（2669）

業績

際控股（1010）、中國全通（633）、神舟樂園（692）。

保利達資產（208）

業績

美東汽車（1268）

業績

中國銀行（3988）

獲准雄安新區
籌建村鎮銀行

東亞銀行（23）

執行主席續任

偉祿集團（1196）

反駁沽空報告

北京北辰實業股份

業績

（588）
綠地香港（337）

業績

九龍建業（34）

業績

東陽光藥（1558）

業績

比亞迪股份（1211）

業績

富豪酒店（78）

盈利預喜

團（542）、中國金控（875）、四海國際集團（120）、保利置業集團（119）、新昌集團

其中可留意的股份：中海油田服務、美東汽車、比亞迪股份。
其中應特別避免的股份：萬達酒店發展、香格里拉（亞洲）。
巿場展望及評論：
[上望 26,500 以上] 昨日早上提及「留意藍籌買盤能否持續、支持仍為 10 天線」，恒指回吐
一天後周三恢復小幅上升，全天波幅稍增加至 242 點，收報 26,270 升 39 點（+0.15%），
大市成交再跌 6%至 751 億，藍籌 29 檔上升 3 持平 18 隻下跌，較前日有所改善，仍看本
月五日高位 26,503 為下一上升目標，短線支持仍為 10 天線（25,849）；昨日建議可分批
獲利的中國生物製藥（1177）再破頂，下周三宣佈中期業績前相信仍會跑贏；石藥集團
（1093）再創一個月新高，順利升抵我們的目標 15 元，可獲利轉入中國生物製藥；長江和
記（1）大落後股發力升 1.7%，但綜合企業股短線並不屬市場焦點，趁高換碼強勢股較佳；

利淡消息
公司

原因

昆明機床（300）

除牌

巨騰國際（3336）

業績

恒基地產（12）

業績

恒基發展（97）

業績

萬達酒店發展（169）

業績

香格里拉（亞洲）

業績

（69）
力量能源（1277）

業績

卜蜂蓮花（121）

業績

中國澱粉（3838）

業績

五礦資源（1208）

業績

中駿集團控股（1966）

業績

富元國際集團（542）

盈警

中國金控（875）

盈警

四海國際集團（120）

盈警

內銀中權重的建行（939）跑贏大市，仍以招商銀行（3968）為板塊中首選，逢低吸納作長
線投資；華潤置地（1109）大漲近半成追落後，國企及民企內房的基本因素分別以萬科企業
（2202）及龍湖集團（960）為首選；舜宇光學（2382）昨日高位跟四月高位$109 僅差
1%，短線強勢未減。
其他股份方面，中國聯通（762）昨日上試 50 天線約 8.05 元水平，企穩可吸納，看 8.6
元；中芯國際（981）100 天線見承接力，昨日價量齊升，料後市向好，望 9.7 元；寶龍地
產（1238）帶分拆概念，昨日配合成交向上，挑戰前頂 5.11 元難度不大；信義光能
（968）獲券商唱好，昨日升穿前頂 4.5 元，目前上望無阻力；華潤燃氣（1193）走勢平
穩，可以 50 天線約 39.12 元留意，短期目標 41.4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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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利置業集團（119）、

終止認購股份

新昌集團控股（404）

事項

百利保控股（617）

盈警

世紀城市國際（355）

盈警

三生製藥（1530）

業績

太睿國際控股（1010）

業績

中國全通（633）

盈警

神舟樂園（692）

除牌

美股昨晚在回吐後恢復上升，三大指數回升 0.8-0.9%不等，ADR 指數回吐 42 點（0.16%）報 26,228 點；ADR 股價偏弱，以權重內銀及長和實業（1）跌幅較大，友邦保險
（1299）及中銀香港（2388）微升。
利好消息：中海油田服務（2883）截至 6 月底止中期業績，股東應佔溢利 9.73 億元人民
幣，去年同期錄得虧損 3.75 億元。每股盈利 0.2 元，不派息。期內，收入 135.63 億元，按
年增長 66.62%。亞洲金融（662）截至 6 月底止中期業績，股東應佔溢利 2.45 億元，按年

營運數據

飆升 1.21 倍。每股盈利 25.2 仙，中期息每股派 3.5 仙。期內，收益 9.4 億元，按年增長

國泰航空（293）

22.28%。金地商置（535）截至 6 月底止半年，股東應佔溢利 11.58 億元人民幣，按年大增

深圳控股（604）

93.44%，每股基本盈利 0.0729 元；不派中期息。期內，集團錄得收入 30.62 億元，按年多
數據速覽
昨天恆指

26,270

變動/%

39/0.1%

昨天國企指數

10,177

變動/%

44/0.4%

大市成交（億港元）

751

沽空金額（億港元）

125

佔大市成交比率

16.6%

上證指數

2,880

變動/%

0.3/0.01%

昨晚道指

26,203

變動/%

240/0.9%

金價（美元/安士）

1,502

變動/%

-3/-0.2%

油價（美元/桶）

56.0

變動/%

-0.1/-0.2%

美國 10 年債息（%）

1.58

變動（點子）

+2bps

人民幣兌換參考價格
賣出

買入

1.09680

1.12160

77.31%。中海物業（2669）截至 6 月底止，中期股東應佔溢利 2.48 億元，按年上升
12.52%，每股盈利 7.56 仙；派中期息 2.2 仙。期內，收益 24 億元，按年增加 25.88%。上
半年管理的建築面積由去年同期期末上升 7.9%，至 1.42 億平方米；接獲新增或續約之物業
管理合約額約 3.59 億元。保利達資產（208）

截至 6 月底止，中期股東應佔溢利 7.11 億

元，按年上升 9.76%，每股盈利 16.03 仙；派中期息 1.3 仙。期內，營業收入 2.95 億元，
按年增長 10.07%。美東汽車（1268）截至 6 月底止，中期盈利 2.36 億元人民幣，按年上
升 49.6%，每股盈利 20.43 分；派中期息 6.1 分。期內，收益 68.43 億元，按年增長
57.43%。中國銀行（3988）中國銀保監會批覆，同意在雄安新區籌建中銀富登村鎮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中銀富登村鎮銀行是一家投資管理型村鎮銀行，是該行落實國家鄉村振興戰
略，支持雄安新區建設，提升縣域金融服務的具體實踐，有助於該行鞏固在村鎮銀行領域的
行業領先地位，發展普惠金融事業，更好地服務於中西部地區和縣域實體經濟。中銀富登村
鎮銀行的設立尚須取得有關監管機構批准。東亞銀行（23）執行主席李國寶的僱傭合約任期
為 3 年，由上月 1 日起生效，並將於 2022 年 6 月 30 日屆滿。上述僱傭合約的任期已獲提
名委員會贊同，並已獲該行董事會通過。該行在 5 月時公布，李國寶於 7 月 1 日退任行政總
裁職位，調任執行主席，但續任執行董事，其兩名兒子李民橋及李民斌，在同日出任聯席行
政總裁。偉祿集團（1196）沽空機構 Emerson Analytics 發報告指出集團去年以總代價約
79 億元收購控股股東兼主席林曉輝持有的深圳物業項目，質疑有關收購估值過高，導致偉
祿出現負資產淨值，走向破產之路。集團公告稱，董事會強烈否認該報告針對該公司作出的
不公平負面陳述或評論，並認為有關陳述或評論為毫無根據且嚴重誤導。該公司將於適當時
候作出進一步公布，以澄清及回應該報告所提出的負面陳述或評論。根據 Emerson 的報告
顯示，林曉輝於 2014 年底接管偉祿集團，並於去年將涉及其私人公司持有的觀瀾物業和光
明物業項目注入，並推算有關項目收購價只值 16 億元，意味着偉祿負資產淨值達 32 億元。
北京北辰實業股份（588）截至 6 月底止，中期股東應佔溢利 13.42 億元人民幣，按年增加
76.85%，每股盈利 39.87 分；不派中期息。期內，持續經營收入 85.49 億元，按年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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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9%。綠地香港（337）截至 6 月底止，中期盈利 7.06 億元人民幣，按年增長 1.13 倍，
每股盈利 0.25 元，不派中期息。期內，總收益 58.02 億元，上升 9.42%。九龍建業（34）
截至 6 月底止，中期股東應佔溢利 18.51 億元，按年上升 74.68%，每股盈利 1.57 元；派中
期息 0.24 元。經扣除除稅後集團投資物業之重估收益及物業發展項目權益之公允價值收益
後，股東應佔基礎純利上升至 13.9 億元，按年增加 2.15 倍。該公司稱，基礎純利大增，主
要由於全資擁有發展項目環海．東岸的銷售已確認入賬，售出約 97%住宅單位。期內，營業
收入 56.65 億元，按年增長 7.03 倍。東陽光藥（1558）截至 6 月底止，中期盈利 9.68 億
元人民幣，按年上升 52.62%，每股盈利 2.15 元，派中期息 1 元。期內，營業額 30.71 億
元，增長 1.07 倍。比亞迪股份（1211）截至 6 月底止，上半年股東應佔溢利 14.55 億元人
民幣，按年上升 2.04 倍，每股盈利 0.49 元；不派中期息。期內，營業收入 621.84 億元，
按年增長 14.84%。該公司預計，今年首 3 季盈利按年增長 1.83%至 14.93%，介乎 15.55
億至 17.55 億元，去年同期盈利 15.27 億元。展望下半年，該公司指出，全球經濟下行風險
不斷積累，前景仍不明朗。中國經濟結構轉型將持續推進，新能源汽車的市場競爭環境將會
更加激烈，優勝劣汰將加速優化行業結構，促進行業健康穩定增長。富豪酒店（78）預期截
至 6 月底止，中期盈利按年增加約 30%，去年同期盈利 2.94 億元。該公司指出，中期盈利
增長，主要因為核心酒店業務繼續穩定經營。受惠於期內資本市場復甦，該集團從出售金融
資產獲得盈利，並就於期內所持金融資產組合錄得重大公平值收益。
利淡消息：昆明機床（300）公司未能在上月底前恢復股份交易，因此聯交所上市委員會根
據上市規則，決定取消該公司的上市地位。根據決定，該公司上市地位將在下周一（26
日）起予以取消。該股自 2017 年 3 月起停牌。證監會在去年 8 月 6 日勒令其停牌。巨騰國
際（3336）截至 6 月底止，半年股東應佔虧損 4735.5 萬元，每股虧損 5.1 仙，不派中期
息。去年同期亦錄得虧損 1.54 億元，每股虧損 15.5 仙。期內，收入 43.41 億元，按年多
10.03%。恒基地產（12）截至 6 月底止中期業績，股東應佔溢利 75.15 億元，按年下跌
50%，每股盈利 1.55 元，派中期息 0.5 元。期內，收入 81.29 億元，按年下跌 38.14%。恒
基發展（97）截至 6 月底止中期盈利 2100 萬元，按年下跌 56.25%，每股盈利 0.7 仙，派
中期息 2 仙。期內，收入 9.26 億元，按年升 76.72%。萬達酒店發展（169）截至 6 月底
止，中期盈利 3968.5 萬元，按年跌 90%，每股盈利 0.8 仙，不派中期息。期內，持續經營
業務收益 4.97 億元，按年升 18.21%。香格里拉（亞洲）（69）截至 6 月底止，中期股東
應溢利 1.15 億元美元，按年下跌 24.72%，每股盈利 3.221 仙，派中期息 8 港仙。期內，收
入 11.95 億元，按年上升 1.66%。力量能源（1277）截至 6 月底止，中期股東應佔溢利
3.79 億元人民幣，按年減少 5.03%，每股盈利 4.5 分，派中期息 1.5 港仙。期內，收益
12.77 億元，按年增長 10.97%。卜蜂蓮花（121）截至 6 月底止，半年股東應佔溢利
4006.5 萬元人民幣，按年減少 70.9%，每股盈利 0.18 分，不派中期息。期內，收入 5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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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元，按年上升 0.16%。中國澱粉（3838）截至 6 月底止半年，股東應佔溢利 3829.3 萬元
人民幣，按年減少 63.5%，每股基本盈利 0.0064 元；不派中期息。期內，集團錄得收入
28.72 億元，按年多 19.4%。五礦資源（1208）截至 6 月底止，中期虧損 8100 萬元美元，
每股虧損 1.01 仙；不派中期息。去年同期盈利 1.29 億元，每股盈利 1.61 仙。期內，收入
13.87 億元，按年減少 26.93%。中駿集團控股（1966）截至 6 月底止，中期盈利 19.17 億
元人民幣，按年減少 5.12%，每股盈利 46.5 分，派中期息 10 港仙。期內，收益 104.23 億
元，增長 10.71%。富元國際集團（542）預期，截至 6 月底止，中期可能錄得虧損，去年
同期亦虧損 4823 萬元。該公司稱，持續虧損，主要因就物業發展項目融資而借入之貸款及
借貸金額增加，致錄得大額利息開支及財務費用。同時，亦由於租賃土地以及物業、廠房及
設備錄得大額攤銷及折舊，以及錄得大額員工薪金及董事袍金，合共佔大部分經營開支總
額。中國金控（875）預期，截至 6 月底止，中期虧損約 2090 萬元，去年同期亦虧損
3439.8 萬元。四海國際集團（120）預期，截至 6 月底止，中期虧損 6000 萬元，去年同期
盈利 2.39 億元。該公司稱，業績盈轉虧，主要由於已產生之融資成本，尤以現時納入發展
項目成本賬項內之融資成本金額，較過去財政年度之水平為低。同時，自物業銷售能確認之
盈利相對減少。保利置業集團（119）、新昌集團控股（404）保利置業集團（119）公布，
就有意認購新昌集團控股（404）一事，該公司並未就潛在交易達成具約束力協議，且董事
會已終止磋商潛在交易。董事會認為，終止磋商潛在交易一事，對該公司現有業務運作與財
務狀況及其股東整體利益，均無重大不利影響。該公司去年 5 月表示，就有意認購新昌集團
新發行股份，與後者展開討論。百利保控股（617）預期截至 6 月底止，中期盈利將按年下
跌約 50%，去年同期盈利 2.22 億元。該公司指出，預期盈利減少，主要是期內物業銷售所
確認的盈利相對較少。世紀城市國際（355）預期截至 6 月底止，中期盈利按年將下跌約
40%，去年同期盈利 1.2 億元。該公司指出，中期盈利減少，主要因為附屬公司所發展位於
香港九肚的富豪．山峯已穩獲大量訂約銷售。同時，亦由於上市附屬四海於中國成都進行的
另一綜合發展項目第三期住宅單位已獲訂約預售，但物業銷售所確認的盈利相對較少，主要
由於自物業銷售所得盈利僅於相關銷售完成後，當已出售物業交付予各買家時才被確認。三
生製藥（1530）截至 6 月底止，中期盈利 3.21 億元人民幣，按年下跌 37.52%，每股盈利
0.13 元，不派中期息。期內，收入 26.43 億元，上升 21.57%。太睿國際控股（1010）截至
6 月底止，中期虧損 869.2 萬元，每股虧損 2.58 仙，不派中期息。去年同期虧損 581.8 萬
元，每股虧損 1.73 仙。期內，收益 2038.5 萬元，按年減少 43.11%。中國全通（633）預
期截至 6 月底止，將錄得淨虧損，去年同期股東應佔盈利 2513.2 萬元人民幣。該公司指
出，預期盈轉虧，主要是金融資產的減值虧損，以及計息借款的融資成本增加。神舟樂園
（692）本月 9 日聯交所向該公司發出函件，告知其股份最後上市日期將為本周五（23
日），股份上市地位將於下周一（26 日）取消。該公司在本月 16 日提交聯交所上市覆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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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作進一步及最終覆核，並已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包括新委任的獨立調查委員會已完成對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法證調查工作；董事會全面檢討革新內控架構。
同時，董事會進一步加強與審計師溝通及協助，針對集團 2017 年及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
年度業績的審計報告及 2017 年、2018 年及 2019 年截止 6 月 30 日的中期業績的審閱報
告，於今年 9 月 30 日前披露並刊登及派送年報予所有股東。針對證監會的發現及 2017 年
烽火報告的內容，董事會將向監管部門、所有公眾人士及股東全面公開法證報告的內容。
營運數據
營運數據：國泰航空（293）與港龍航空合併結算，7 月合共載客 327.87 萬人次，按年上升
4%；乘客運載率跌 0.6 個百分點至 86.1%；以可用座位千米數計算的運力則上升 7.2%。7
月運載的貨物及郵件合共 16.97 萬公噸，按年跌 8.2%，而運載率 63.1%，跌 7.2 個百分
點。期內，以可用貨物及郵件噸千米數計算的運力上升 0.8%，而貨物及郵件收入噸千米數
跌 9.4%。今年首 7 個月，集團載客量升 4.4%，而運力則增 6.7%；載貨量減少 6.1%，運力
升 1%，而貨物及郵件收入噸千米數則跌 6.6%。國泰航空顧客及商務總裁林紹波表示，縱使
過去兩個月，香港發生的事件對 7 月份的客運業務並沒有嚴重影響，但預計 8 月及往後的收
益將顯著受壓。來港的商務及旅遊的客運需求大幅減少，亦有見離港的客運量開始回軟，尤
以短途航班為甚，包括中國內地、台灣、韓國和東南亞的航線。他又指，回顧 7 月份的表
現，暑假高峰期首月的客運需求強勁，運載率依然高企，其中印度及台灣的航線持續表現理
想。然而，激烈的市場競爭及過境旅客比例增加，令收益率持續受壓。北美、歐洲及中國內
地航班表現較為遜色。貨運方面，林紹波稱，市場氣氛偏軟持續削弱國泰的載貨量。南亞是
唯一較上月及去年同期有噸位增長的銷售區域。雖然市場前景仍然不明朗，集團會繼續密切
關注最新動態，致力減輕對業務的影響，亦會靈活調整運力以配合顧客需求，並加強在特殊
貨物的運載量。屬利好。深圳控股（604）7 月合同銷售額約 4.26 億元人民幣，按月下降
86.7%，按年下降 0.7%；合同銷售面積約 1.84 萬平方米，按月下降約 77.6%，按年下降
10.3%。今年 1 月至 7 月，總合同銷售額約 68.62 億元，按年上漲 44.9%；總合同銷售面積
約 25.3 萬平方米，下降 10.3%，每平方米平均售價約 2.71 萬元。屬利淡。
大市回顧：
市場對經濟衰退仍感憂慮， 觀望聯儲局等環球央行下一步行動，美股三大指數收跌。離岸人
民幣報 7.06 水平。恒指升 39 點 （0.1%），報 26,270 點。國企指數升 44 點 （0.4%），
報 10,177 點。大市成交金額約 751 億元。內地股市，滬綜指收市微升 0.33 點（0.01%），
報 2,880 點；深成指跌 5 點（0.1%），報 9,322 點。兩市成交金額合計約 4,544 億元。
藍籌股方面，騰訊 （700）跌 0.2%；友邦 （1299）升 0.1%；港交所 （388）上升 0.8%；
建行 （939）上漲 0.7%；中國平安 （2318）揚 0.3%。習近平考察張掖市山丹培黎學校時
表示，西北地區因自然條件限制，發展相對落後，要解決上述問題，關鍵是要發展教育，特
別是職業教育，教育股造好。中國東方教育（667）漲 6.4%；中教（839）走高 5.1%；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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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在線（1797）揚 17.6%。
異動股方面，昂納（877）中期純利倒退 26%，股價受壓，跌 6.9%。港股昨日上升股份數
為 805，下跌股份數為 827。整體市況大致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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