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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指再創十一連升記錄，成交仍維持活躍但個股及板塊升降比率稍為回軟；且看指數在上月

每日觀察名單
公司

原因

13 日起連破 29,000／30,000／31,000 大關後是否要稍回吐。最近的支持十天線在 2％外的

吉利汽車（175）

盈喜

30,349。大落後的電訊板塊表現不俗，聯通（762）及中電信（728）皆升逾 1%，電盈

中國奧園（3883）

盈喜

銀建國際（171）

盈喜

宏華集團（196）

出售資產

（2313）、安踏（2020）短線仍可探頂，晶苑（2232）半新股似已整固完成，企穩$8 以

長城汽車（2333）

營運數據

周大福（1929）

營運數據

上創新高可期；利豐（494）上月大升後回吐亦似足夠，短線強勢相信仍可以維持。

世茂房地產（813）

營運數據

晨訊（2000）

營運數據

廣發證券（1776）

營運數據

雅居樂（3383）

營運數據

海通證券（6837）

營運數據

（8）更升 4%破頂，較保守及追求股息回報的投資者可以留意後者。服裝股亦有追捧，申洲

半導體三寶中芯（981）、ASM 太平洋（522）及華虹半導體（1347）皆跑贏大市，升幅
1.5－3.8%，短線以中芯的值搏率最高。濠賭股稍消化升幅後重拾升軌；金沙中國（1928）
及新濠（200）最強勢，美高梅中國（2282）續受新賭場開幕的正面刺激。另一落後板塊為

數據速覽
昨天恆指

31,011

變動/%

111/0.4%

昨天國企指數

內地券商股，受惠 A 股做好，可留意中金（3908）及中國光大（165）。我們最近提及的中
海油服（2883）再破頂，中線逢低吸納較佳；板塊內則以中海油（883）基本因素最好。

12,255

變動/%

20/0.2%

大市成交（億港元）

1334.0

沽空金額（億港元）

127.7

大市回顧：

佔大市成交比率

9.9%

恒指昨日高開後反覆，收市升穿三萬一千點報，收報 3,1011 點，升 111 點（0.4%），再創

上證指數

3,413

超過十年高位，國企收報 12,235 點，升 20 點（0.2%）。大市成交約為 1,334 億港元，跟

變動/%

4/0.0%

昨晚道指

25,386

變動/%

103/0.4%

金價（美元/安士）

1,310

變動/%

上日微減。內地股市繼續上揚，上證收市報 3,413 點，升 4 點（0.1%）；深成指升 64 點
（0.6%），總成交縮減 至 4,825 億元人民幣。

-10/-0.8%

油價（美元/桶）

63.4

變動/%

1.7/2.8%

美國 10 年債息（%）

2.55

變動（點子）

+3bpt

人民幣兌換參考價格
賣出

買入

1.20430

1.18860

藍籌股方面，騰訊（700）暫升 1.2%；港交所（388）暫升 2.7%；滙控（5）暫升 0.5%；
友邦（1299）暫跌 0.8%；內險股反彈，國壽（2628）暫升 0.6%；平保（2318）升
2.5%。本地地產股向好，長實（1113）升 1.3%；新鴻基地產（16）升 0.1%，新世界發展
（17）暫升 1.5%；九倉（4）暫升 4.3%；領展（823）暫升 1.2%。
濠賭股反彈，銀娛（27）暫升 1.7%；金沙中國（1928）暫升 4.9%；永利澳門（1128）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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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 1.7%；美高梅（2282）升 3.8%。醫藥股同樣反彈，復星醫藥（2196）升 1.8%；中國生
物製藥（1177）創新高，升 5.7%；石藥（1093）破頂暫升 1.4%；綠葉製藥（2186）獲大
行唱好，暫升 2.2%。
科技股繼續偏軟，瑞聲（2018）暫跌 0.7%；比亞迪電子（285）暫跌 0.9%；舜宇光學
（2382）暫跌 1.9%；丘鈦科技（1478）跌 1.6%。異動股方面，惠理集團（806）發盈
喜，盈利增加 13.5 倍至約 20 億元，股價暫升 9.4%。電訊、電訊設備股、半導體股、券商
股、燃氣及服務股大致向上。

中海油服（2883）油組不增產有利油價，料相關股票短線有力向上。中海油服（2883）破
位後突破 9.00 元，現價買入依然值博，8.50 元止蝕。本地地產股走勢強勁，短線仍有留意
價值，當中恒基地產（12）連日走高，加上有售出物業獲利的消息支持，料股價仍可向上，
可於 52.50 元買入，50.00 元止蝕。航運指數轉強，海運收費有上升空間，預料太平洋航運
（2343）業績將繼續改善，股價仍有試頂空間，可現價買入，1.75 元止蝕。

利好消息方面，吉利汽車（175）預期截至去年底止全年股東應佔淨溢利，按年將大幅增長
約一倍，去年同期淨利 51.1 億元人民幣。盈喜屬意料之內，留意根據指引，下半年的盈利
較上半年好，料盈喜有助刺激股價。中國奧園（3883）預料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年
度之淨利潤，將按年錄得至少 75%之較大增長。主要由於期內集團交付予買家的總建築面積
增加及交付物業平均售價有所提升所致。盈喜不難預料，下半年純利表現較上半年略好，股
價已累積不少升幅，上升幅度可能有限。銀建國際（171）預期截至 2017 年 12 月底止全年
錄得盈利超過 2 億元，而 2016 年全年則為虧損 3512.2 萬元。盈喜屬好消息，下半年純利
略遜於上半年，加上昨日股價已炒上，盈喜消息對股價的正面影響可能會減少。宏華集團
（196）出售資產，公司之間接附屬公司－宏華國際與之獨立第三方人士 Arabian Drilling
Company（ADC）訂立買賣協議。據此，按買賣協議之條款及條文宏華國際將向 ADC 出售
特定規格之陸地鑽機。買賣協議項下擬進行之交易的代價總金額約 1.2 億美金。是次出售佔
該集團的 2016 年收入達 33%，料可進一步令股價向上。

營運數據方面，晨訊科技（2000）上月份的收入數字強勁，按年及按月分別升 6 成及７
成。世茂房地產（813） 12 月份的銷售額不錯，按年升一倍，按月亦有兩成升幅。全年整體
銷售亦升近５成。周大福（1929）上一季的同店銷售略差，不論港澳或內地的銷售數字只能
保持單位數的中增長，未能保持雙位數字。長城汽車（2333）上月不論產量及銷量均按年及
表月下跌，表現令人失望。廣發證券（1776）上月份的只屬普通，按月雖大升但是因為周期
性因素而已。雅居樂（3383）上月份預售數亦屬普通，按年大升但按月錄得下跌。海通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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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37）上月純利數字按年大升 33 倍，但全年計已只屬中游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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