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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 恒生指數走勢圖 (日線) 

 

 
圖二 : 國企指數走勢圖(日線) 

資料來源 : 彭博 

元富論勢 

 

港股行情 

港股昨早低開 14 點，報 26771 點，其後曾倒升，高見 26818 點。但

利淡消息湧現，英國脫歐再添亂局，影響港股表現，最低見 26491 點。

多隻重磅股受壓，長和系、騰訊(700)及瑞聲(2018)回吐，尾市續於低

位徘徊。最終收報 26566 點，跌 229 點或 0.82%，全日主板成交 681

億元。國指收報 10451 點，跌 75 點或 0.71%。 

重磅股方面，騰訊(700)跌 2.3%，友邦(1299)跌 0.7%，平保(2318)

跌 0.5%，匯控(5)跌 0.3%。中國社科院發表報告，顯示上月一線城市

房價整體微跌，內房股受壓。潤地(1109)跌 1.6%，恒大(3333)跌

2.9%，中海外(688)跌 2%，新城發展(1030)挫 2.7%，融創中國(1918)

跌 0.7%。 

多間基建公司公布業績，組內股份個別展，中鐵建(1186)首三季新簽

合同額按年增長 25%，股價漲 2%，中國建築(3311)首三季營業額按

年升逾 6%，股價漲 2.4%；惟中鐵(390)及中交建(1800)跌 0.6%。手

機設備股回吐，瑞聲(2018)跌 3.5%，舜宇(2382)跌 1.3%，丘鈦(1478)

跌 1.4%，比亞迪電子(285)跌 0.3%，富智康(2038)無升跌。  

盤勢發展 

中美貿易局勢未有新進展，市場焦點轉向美企業績，波音及卡特彼勒

業績遜預期，但股價仍漲逾 1%，帶動美股昨晚上升。道指收報 26833

點，升 45 點或 0.17 %；標普 500 指數收報 3004 點，升 8 點或 0.28%；

納指收報 8119 點，升 15 點或 0.19%。 

港股方面，市場缺乏利好消息支持，近日成交欠理想，大市成交已連

續 5 日不足 800 億元，近期大市以防守為主，27000 點關口阻力仍

大，支持則為 20 天線(約 26260 點)。後市主要觀望本港政局發展，

月底美聯儲的議息，以及英國脫歐的最新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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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建議回顧 

推介日期 股份 最新收市價 買入價 止賺價 止蝕價 推介至今變化 策略 

10 月 10 日 美團點評(3690) 90.55 88.6 99.3 80.6 2.20% 繼續持有 

10 月 9 日 丘鈦科技(1478) 9.84 8.79 9.85 7.99 11.95% 觸及止賺價離場，賺 12.06% 

7 月 3 日 海螺創業(586) 30.6 27.05 30.3 24.6 13.12% 觸及止賺價離場，賺 12.01% 

7 月 2 日 蒙牛乳業(2319) 30.8 30.8 34.5 28 0.00% 繼續持有 

*只紀錄最近三個月推介之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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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主要行業表現 漲/跌幅(%)  

銀行 0.18  

保險 -0.27  

地產發展 -0.42  

投資及資產管理 -0.38  

電訊服務 -0.07  

博彩 +0.47  

電子商貿及互聯網服務 -0.25  

汽車及零部件 +0.36  

石油及天然氣 -0.35  

資訊科技器材 -0.17  

   

滬股通五大漲跌股 漲/跌幅(%)  

哈藥股份(600664) 10.01%  

陝西黑貓(601015) 6.41%  

金域醫學(603882) 4.43%  

三峽水利(600116) 4.34%  

韋爾股份(603501) 4.14%  

浙江鼎力(603338) -10.13%  

景旺電子(603228) -10.10%  

淮北礦業(600985) -10.10%  

老百姓(603883) -10.08%  

深高速(600548) -10.06%  

歐洲焦點銀行股表現   

H 股兌 A 股五大溢價 幅度(%)  

海螺水泥(914) -0.44  

青島銀行(3866) -0.62  

馬鞍山鋼鐵(323) -1.16  

萬科企業(2202) -5.02  

中國平安(2318) -6.11  

世界指數 收盤價 漲/跌幅(%) 

恒生指數 26786.20 +0.23 

國企指數 10526.86 -0.16 

滬深 300 指數 3895.88 +0.39 

上證綜合指數 2954.38 +0.50 

深證綜合指數 9642.09 +0.93 

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 26788.10 -0.15 

納斯特克指數 8104.30 -0.72 

標普 500 指數 2995.99 -0.36 

英國富時 100 指數 7212.49 +0.68 

法國 CAC 指數 5657.69 +0.17 

德國 DAX 指數 12754.69 +0.05 

VIX 指數 14.46 +3.29 

3 個月上海銀行同業利率 2.7930  

10 年期美國國債殖利率 1.768  

   

商品價格走勢 收盤價  

黃金(現貨) (美元/盎斯) 1490.10  

銀(現貨) (美元/盎斯) 17.61  

紐約期油 (美元/桶) 54.13  

期銅 3 個月 (美元/噸) 2.6175  

期鋁 3 個月 (美元/噸) 0.7780  

   

匯價走勢 收盤價  

歐元兌美元匯價 1.1128  

英磅兌美元匯價 1.2869  

美元兌日圓匯價 108.35  

澳元兌美元匯價 0.6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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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行業短評      

板塊 短評 關注股份 

環保水務 

(買入) 

(更新日期﹕8/8) 

中國財政部印發《城市管網及污水處理補助資金管理辦法》，向海綿城市建設

試點、地下綜合管廊建設試點、城市黑臭水體治理示範、中西部地區城鎮污水

處理提質增效四類項目提供補助資金，措施料有利行業發展 

北控水務(371)、雲南水務(6839) 

基建 

(買入) 

(更新日期﹕7/8) 

為了加快基建項目上馬，內地允許將專項債券作為符合條件的重大項目資本

金。專項債券的作用加強宏觀政策協調配合，保持市場流動性合理充裕，促進

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料有助推動地方政府發展更多基建項目 

中國中車(1766)、中交建(1800)、中

車時代(3898) 

燃氣 

(中性偏好) 

(更新日期﹕9/9) 

內地煤改氣政策續對燃氣股整體前景帶來利好作用，尤其預期在中俄燃氣管道

正式啟用後，內地燃氣使用量將續增加，利好燃氣股前景 

中國燃氣(384)、京能清潔能源

(579)、華潤燃氣(1193) 

建材水泥 

(中性偏好) 

(更新日期﹕9/10) 

全國水泥均價觸底反彈，進入上升軌道。隨著施工旺季到來，以華東為首的全

國多個地區的水泥價格，自 8 月起進行數輪調價，確立了整體上漲的趨勢 

安徽海螺(914)、華潤水泥(1313)、

金隅股份(2009)、中國建材(3323) 

內房 

(中性偏好) 

(更新日期﹕3/9) 

市場關注在中央明確提出不會將房地產作為短期刺激經濟的手段，中國不放寬

樓市下，樓市調控政策趨緊，傳統的售樓旺季金九銀十不再。多間銀行近期收

到指導，自即日起收緊房地產開發貸，要控制在 3 月底時的水平 

保利置業(119)、中國海外(688)、華

潤置地(1109) 

濠賭 

(中性) 

(更新日期﹕2/9) 

澳門 8 月博彩收入按月跌近 1%，按年更倒退 8.6%，連續兩個月錄得按年跌

幅，更是 2016 年 6 月以來跌得最深，主因內地經濟放緩，人民幣匯價走弱，

以及香港政治事件影響港澳旅客人數，預期後市仍未樂觀 

銀河娛樂(27)、金沙中國(1928) 

本地地產 

(中性) 

(更新日期﹕13/8) 

本地遊行示威愈演愈烈，私人屋苑二手成交，發展商開售新盤時亦被壓價；另

商場生意受到示威衝擊，相關股份跌幅明顯大於大市，若示威暴力持續發生，

本地地產股較難反彈。 

恒地(12)、信和置業(83)、長實地產

(1113) 

內銀 

(中性) 

(更新日期﹕2/10) 

受中美貿易戰打擊，內地經濟增長持續放緩，內銀資產質素再度引起關注，內

銀企業貸款的不良貸款率料持續上升，但相信整體風險可控 

建行(939)、中行(3988) 

電郵 : research@masterlink-hk.com   電話 : 2295-2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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