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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觀察名單

巿場展望及評論：

公司

原因

世茂房地產（813）

盈喜

中國有色礦業（1258）

盈喜

中國金洋（1282）

盈喜

粵海置地（124）

盈喜

訊控股（700）帶領下大都有好表現。騰訊高收升 1.7％兼破頂，半新股閱文集團（772）昨

力高地產（1622）

盈喜

天馬影視（1326）

盈警

升 2％，短線仍有力升。IGG（799）、網龍（777）、易鑫集團（2858）久沉初升，金蝶

粵海制革（1058）

盈警

國際（268）、中國軟件國際（354）亦破頂，全皆可以留意。其他股份可考慮金山軟件

大健康（2211）

盈警

首控集團（1269）

盈警

（3888）及美圖公司（1357）。

嘉年華（996）

配股

中國神華（1088）

營運數據

華電國際（1071）

營運數據

歐舒丹（973）

營運數據

恒指連升第五個交易日，成交亦在活躍水平，近 1,700 億。大市無懼美國聯邦政府停止運
作，屬大強勢。仍以恒指十天線 31,662 作第一度防線，繼續炒股兼炒市。軟件股在股王騰

石油石化類股份輪流炒作。上游股份表現較佳，中國海洋石油（883）、中國石油股份
（857）、中海油田服務（2883）升幅 1-1.5％左右，中國石油化工股份（386）則微跌。
仍以中國海洋石油及中海油田服務為首選，較小市值可考慮中石化冠德（934）及中石化煉

數據速覽
昨天恆指

3,2393

變動/%

化工程（2386）。

138/0.4%

昨天國企指數

13,204

變動/%

25/0.2%

大市成交（億港元）

1689.3

沽空金額（億港元）

172.5

佔大市成交比率

10.2%

上證指數

3,501

變動/%

地產股亦個別發展，落後股炒上。藍籌內房孖寶中國海外發展（688）、華潤置地（1109）
追落後兼破頂，以後者升幅較大及更有短線吸引力。其他業內股票包括中國恒大（3333）、
雅居樂集團（3383）、龍光地產（3380）等升幅在 4％左右。我們仍然最喜歡龍湖地產
（960）及萬科企業（2202）的基本面。

13/0.4%

昨晚道指

26,215

變動/%

143/0.5%

金價（美元/安士）

1,335

變動/%

-1/-0.1%

油價（美元/桶）

63.8

變動/%

綜合企業股這個甚落後的板塊，終於有買盤支持。其中復星國際（656）升幅較大達半成，
短線仍有力探頂，聯想控股（3396）、長和（1）及新創建集團（659）升 1-2％左右；長
和屬藍籌，短線可望成為支持指數的其中一員。大落後則有中信股份（267）。

0.5/0.8%

美國 10 年債息（%）

2.65

變動（點子）

±0bpt

人民幣兌換參考價格
賣出

買入

1.22910

1.21340

大市回顧：
昨日恒指高開後一度下跌，其後拗腰向上，收報 32,393 點，升 138 點（0.4%）；國指則報
13,204 點，升 25 點（0.2%）。大市成交約為 1,689.3 億港元，與上日相若。內地股市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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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上證收市報 3,501 點，升 13 點（0.4%）；深成指升 216 點（1.9%），兩市總成交額
約為 5,172 億元人民幣，較上日減少。
藍籌股方面，騰訊（700）升 1.7%；港交所（388）上揚 2.1%；中移動（941）升 1.0%；
滙控（5）跌 0.5%；友邦（1299）跌 0.7%；平保（2318）破頂漲 3.0%；國壽（2628）升
0.5%。
內房股造好，中海外發展（688）及華潤置地（1109）均破頂，分別升超過 2.0%及 6.4%，
華潤置地是最佳的藍籌股；中國恒大（3333）升 4.3%；碧桂園（2007）報升 0.6%；萬科
（2202）漲 1.8%。
濠賭股多隻股份皆上升和創新高，銀娛（27）漲 3.2%；金沙中國（1928）大升 4.1%；新
濠國際（200）升 2.8%；永利澳門（1128）報升 3.2%；美高梅（2282）上升 1.4%。內需
股個股突出，旺旺（151）破頂漲 4.6%；蒙牛（2319）破頂升 2.1%。汽車股個別發展，華
晨（1114）跌 1.6%；吉利（175）下跌 1.2%；比亞迪（1211）漲 8.2%。
新股及半新股方面，華新手袋（2683）高開報 1.35 元上市，收報 1.21 元，較招股價高
2.5%。希瑪眼科醫療（3309）昨日反彈，升 6.5%；正榮地產（6158）創上市新高，大漲
19.1%。券商股、金礦股、環保新能源股、中資航空股、電訊股、藥業股及軟件股大致向
上。

隨港交所持續向好，落後的券商股繼續有資金追捧，加上大市成交配合，海通國際（665）
料可試 6.00 元心理關口，現價買入，5.50 元止蝕。內房股近日除二三線內房股走強外，大
型內房同樣向好。可留意中國海外發展（688），股價突破 30 元阻力後有望可突破歷史高
位，現價買入留意短線，29.20 元止蝕。內地家電股強勢，可留意海信科龍（921），現價
買入，10 元止蝕。

利好消息方面，世茂房地產（813）發盈喜，2017 年純利較 2016 年將有約不少於 40%增
長，主要由於集團核心業務的利潤增加及人民幣兌美元之匯兌收益。盈喜屬好消息，基本面
改善有利股價繼續向上。中國有色礦業（1258）發盈喜，預期集團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公司收益可能較 2016 年同期之收益增加約 40%，擁有人分佔利潤大幅增長，約
為 1.1 億美元，按年增加約 1 億美元。盈喜不令人意外，行業整體向好，股價有上揚動力，
但需要留意該股交投甚少。中國金洋（1282）發盈喜，截至去年 12 月底止，全年盈利將按
年增長超過約 50%，2016 年同期盈利 4.67 億元。盈喜屬利好，但需留意當中涉及不少一
次性因素。粵海置地（124）發盈喜，去年盈利將不少於 4600 萬元，按年增長逾 1.59 倍，
2016 年同期盈利 1773.4 萬元。同樣涉及不少一次性因素，雖然是按半年轉虧為盈，但對股
2

本地市場導報

2018 年 01 月 23 日
價影響可能不大。力高地產（1622）發盈喜，去年盈利將按年增長不小於 60%但不高於 1.5
倍，2016 年同期盈利 4.34 億元人民幣。下半年純利與上半年差不多，料股價可在上試高
位。

利淡消息方面，粵海制革（1058）發盈警，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之綜合淨虧損
較 2016 年之經審核綜合淨虧損 3,999 萬港元相比，虧損增加超過 140%。盈警屬壞消息，
需求及價格下跌令虧損增加屬基本面轉差，料股價可能會受壓。天馬影視（1326）發盈警，
預期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六個月將錄得虧損，而 2016 年同期則錄得溢利。盈警原因
為開支增加及未有收入，對集團股價屬利淡，料股價向下。大健康（2211）發盈警，截至去
年 12 月底止，全年虧損擴大，2016 年同期錄得虧損 8781.1 萬元人民幣。意即下半年仍錄
得虧損，雖未知有否收窄，但股價下行壓力會加大。首控集團（1269）發盈警，截至去年
12 月底止，全年將錄得除稅前虧損；2016 年同期除稅前溢利為 2.76 億元人民幣，股東應
佔盈利為 1.79 億元。盈利減少屬意料之外，虧損則是更壞消息，料股價會受壓。嘉年華
（996）按每股 0.355 元，配售最多 22 億股新股，集資淨額 7.79 億元。股價於低位徘徊再
以微折讓配股，料股價有再下行的壓力。

營運數據方面，歐舒丹（973）第三季的銷售額按年持平，但同店銷售錄得正增長，算是不
錯。華電國際（1071）上季的發電數字普通，按年及按季均微跌。全年的整體發電量則持
平。中國神華（1088）不論煤產、煤炭銷售、發電量及售電量均按年及按月上升，煤炭售銷
量更逼近全年高位，數字屬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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