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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我們曾提及「相信大市回吐壓力漸增，二月的大市有較深度調整不奇。」、「大市反彈

每日觀察名單
公司

原因

一天後恢復下跌，走勢有隱憂；收市亦跌穿 5 及 10 天線支持，前日低位 32,330 甚關鍵，

三一國際（631）

盈喜

短線不宜再失。」。言猶在耳，周五收市不能上企十天線，今天相信大市必受上周五杜指下

東陽光藥（1558）

盈喜

中遠海運國際（517）

盈喜

中國電力（2380）

盈警

反彈尤如準備徒手去接下跌中的刀。待低位確認出現後才買入，價格可能會較差，但如同從

首都創投（2324）

配股

萬科企業（2202）

營運數據

地上撿刀般，安全性才是最重要。且看恒指廿天線 32,146 在跌穿後要多久才能被上破兼企

中國奧園（3883）

營運數據

廣汽集團（2238）

營運數據

跌 666 點而低開。我們不是見升唱升見跌唱跌；對中期大市我們仍有信心，但現階段撈底搏

穩，便能反映大市的強度；到確認見底時才入市搏反彈勝算會較高。
傳言國家主席習近平領導的改革小組的旗下機構，正考慮容許海南島開放網上博彩、彩票及

數據速覽
昨天恆指

32,601

變動/%

-40/-0.1%
13,538

程序需時可能較長；２）網上博彩、彩票等性質與澳門博彩行業並不完全相同。我們相信澳

104/0.8%

門博彩股的回調只屬短暫，銀娛（27）仍會是理想選擇。手機相關股份經過大調整後周五有

昨天國企指數
變動/%
大市成交（億港元）

1,479

沽空金額（億港元）

169.4

佔大市成交比率

11.5%

上證指數

3,462

變動/%

體育競技的投注，澳門博彩股受消息影響下下挫。但有兩點需要留意：１）落實開賭的立法

勢反彈。兩藍籌龍頭瑞聲科技（2018）及舜宇光學（2382）皆逆市上升。宜採取保守策略
優先考慮。板塊內其他走勢較好的股份亦有比亞迪電子（285）及中興通訊（763）。

15/0.4%

昨晚道指

25,521

變動/%

-666/-2.5%

金價（美元/安士）

1,332

變動/%

-7/-0.5%

油價（美元/桶）

64.8

變動/%

-1/-1.5%

美國 10 年債息（%）

2.87

變動（點子）

大市回顧：
上星期五恒指高開後向上，收報 32,601 點，跌 40 點（0.1%）；國指則報 13,538 點，升
104 點（0.8%）。大市成交約為 1,479 億港元，較上日減少。總結上周，恒指共跌 553
點，國企指數共跌 185 點。內地股市先跌後升，上證收市報 3,462 點，升 15 點（0.4%）；
深成指升 68 點（0.6%），兩市總成交額約為 4,628 億元人民幣，較上日減少 18%。

+3bpt

人民幣兌換參考價格
賣出

買入

藍籌股方面，騰訊（700）跌 1.7%；中移動（941）回 1.3%；領展（823）下落 1.5%。內

1.24710

1.23110

險股有支持，國壽（2628）漲 0.8%；中國太保（2601）報升 1.8%；中國太平（966）上
升 2.0%；人保（1339）漲 7.3%。
油價上揚，油股及油服股跟隨上升，中海油（883）上漲 5.7%；中石油（857）報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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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中石化（386）升 3.9%；中海油服（2883）升 5.7%。煤炭股突出，神華（1088）
上揚 5.9%；兗州煤（1171）上升 9.0%；中煤能源（1898）漲 3.8%。科技股反彈，瑞聲
（2018）漲 7.3%；長飛光纖光纜（6869）報升 0.3%；舜宇光學（2382）升 3.8%；丘鈦
科技（1478）上揚 1.1%；比亞迪電子（285）漲 4.1%；中興通訊（763）報升 4.0%。
市傳內地允海南進行彩票或網絡賭博，而非開賭場，但還引致濠賭股向下，金沙中國
（1928）跌 1.4%；美高梅（2282）落 1.4%；銀娛（27）下挫 2.0%。內房股、鐵路及基
建、燃氣及服務股、金礦股大致向上。
滙豐控股（5）最新公佈的美國就業數據勝預期，或會加快聯儲局的加息步伐，利好國際金
融股，可考慮 83 元左右買入，80.8 元上蝕。澳門博彩股 澳門博彩股受海南開賭消息影響下
急挫，但亦迅速回穩。可留意銀娛（27），目標上以 10 天線左右撈底，亦即於 67.30 元左
右買入，穿 64.55 元止蝕。北京汽車（1958）屬版塊中近期最強勢，可考慮 11.5 元以下買
入，跌穿 10.8 元止蝕。

利好消息方面，三一國際（631）預期去年將轉虧為盈，2016 年虧損 6.44 億元人民幣。轉
虧為盈由於煤炭價格大幅上漲，刺激煤機產品需求大幅增加。中期錄得盈利 1.3 億元，盈喜
未有提及盈利指引，預料對股價仍屬利好。東陽光藥（1558）預期去年盈利按年增長逾
70%。2016 年盈利 3.81 億元人民幣。盈利增長主要由於主打產品銷售量大幅增長，及學術
推廣活動持續改善所致。下半年盈利增長強勁，預料利好股價。中遠海運國際（517）預期
去年底止全年盈利按年增長超過 40%。2016 年盈利 2.37 億元。盈利增長主要是由於滙兌
利得，以及財務收益淨額增加所致，並非公司或行業基本因素轉好，預料對股價無甚影響。

利淡消息方面，中國電力（2380）預期去年盈利將按年大幅下降約 70%，2016 年盈利
23.66 億元人民幣。盈利下降主要由於電價升幅未能抵消煤價上升所帶來的負面影響。短線
預料會因煤價高企而繼續受壓。首都創投（2324）配股，以每股配售價 0.05 元，配售最多
5.5 億股新股，集資淨額 2,660 萬元。配售股份佔該公司經擴大後股本約 16.64%，每股配
售價較今日收市價 0.058 元，折讓約 13.79%。預料股價將會受壓。

營運數據方面，萬科企業（2202）上月銷售金額增長不錯，按年升逾四成。中國奧園
（3883）上月合同銷售總額增長強勁，按年升達 1.4 倍。廣汽集團（2238）上月汽車銷量
及產量不錯，按年增長逾兩成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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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推介

原因

滙豐控股（5）

最新公佈的美國就業數據勝預期，或會加快聯儲局的加息步
伐，利好國際金融股，可考慮 83 元左右買入，80.8 元上
蝕。

留意版塊
澳門博彩股

可留意股份
澳門博彩股受海南開賭消息影響下急挫，但亦迅速回穩。可留意銀娛
（27），目標上以 10 天線左右撈底，亦即於 67.30 元左右買入，穿
64.55 元止蝕。

汽車股

北京汽車（1958）屬版塊中近期最強勢，可考慮 11.5 元以下買入，
跌穿 10.8 元止蝕。
有利好消息的股份

三一國際（631）

盈喜：預期去年將轉虧為盈，2016 年虧損 6.44 億元人民
幣。轉虧為盈由於煤炭價格大幅上漲，刺激煤機產品需求大
幅增加。中期錄得盈利 1.3 億元，盈喜未有提及盈利指引，
預料對股價仍屬利好。

東陽光藥（1558）

盈喜：預期去年盈利按年增長逾 70%。2016 年盈利 3.81 億
元人民幣。盈利增長主要由於主打產品銷售量大幅增長，及
學術推廣活動持續改善所致。下半年盈利增長強勁，預料利
好股價。

中遠海運國際（517）

盈喜：預期去年底止全年盈利按年增長超過 40%。2016 年
盈利 2.37 億元。盈利增長主要是由於滙兌利得，以及財務收
益淨額增加所致，並非公司或行業基本因素轉好，預料對股
價無甚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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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淡消息的股份
中國電力（2380）

盈警：預期去年盈利將按年大幅下降約 70%，2016 年盈利
23.66 億元人民幣。盈利下降主要由於電價升幅未能抵消煤
價上升所帶來的負面影響。短線預料會因煤價高企而繼續受
壓。

首都創投（2324）

配股：以每股配售價 0.05 元，配售最多 5.5 億股新股，集資
淨額 2,660 萬元。配售股份佔該公司經擴大後股本約
16.64%，每股配售價較今日收市價 0.058 元，折讓約
13.79%。預料股價將會受壓。
營運數據

萬科企業（2202）

上月銷售金額增長不錯，按年升逾四成。

中國奧園（3883）

上月合同銷售總額增長強勁，按年升達 1.4 倍。

廣汽集團（2238）

上月汽車銷量及產量不錯，按年增長逾兩成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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