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巿場展望及評論：

每日觀察名單

昨午提及「恒指在 50 天線前似找到即市初步支持...有大撼大的成交，有止蝕亦有趁低吸

公司

原因

香港電訊-SS（6823）

業績

金界控股（3918）

業績

遠見控股（862）

盈喜

暢捷通（1588）

盈喜

俊知集團（1300）

盈喜

新明中國（2699）

盈喜

招商局港口（144）

出售及購入資

納。杜指期貨再跌 3％而港股仍守住早上低位已屬強勢。可以今天低位作止蝕，小注搏反
彈。」，結果全日成交屬史上第三的 2,580 億，低位買盤亦甚強勁。昨晚杜指反彈逾 2%，
場外恒指期貨更直指 31,500-31,600 區域，今天大市應可以有像樣的反彈。我們尚未能確定
這只有 7 個交易天（相對近兩個月的升市）的調整是否已完結，搏反彈亦應減低注碼。

產
昆侖國際金融（6877）

盈警

中國消防（445）

配股

金地商置（535）

營運數據

中國恒大（3333）

營運數據

吉利汽車（175）

營運數據

遠洋集團（3377）

營運數據

中海外（688）

營運數據

世茂房地產（813）

營運數據

澳門博彩股早前受海南開賭的消息困擾而應聲下挫，近日海南公安部亦已證實相關消息只是
由房地產人員造謠而升，不利消息已是完全消除，1 月賭收表現優於預期，加上獲大行唱
好，濠賭股隨市調整屬買入機會。銀娛（27）仍然會屬於逢低可買進的選擇，金沙
（1928）昨日跌幅明顯少於大市，短線亦可留意其走勢。

昨日跌市中藥業股表現較差，不少股份已接近關鍵價格，或許能提供短暫機會。基本面方

數據速覽
昨天恆指
變動/%
昨天國企指數
變動/%
大市成交（億港元）

30,595
-1,649/-5.1%
12,686
-793/-5.9%
2,580.2

沽空金額（億港元）

264.6

佔大市成交比率

11.8%

上證指數
變動/%
昨晚道指
變動/%
金價（美元/安士）
變動/%
油價（美元/桶）
變動/%
美國 10 年債息（%）
變動（點子）

3,370
-116/-3.4%
24,913
567/2.3%
1,327
-10/-0.7%

面，我們喜歡的四環醫藥（460），已下跌穿一百天線，短期調整至 2.5 元後可以留意。上
海醫藥（2607）如接近關鍵價格 19.0 元，可低注買入博反彈。國藥控股（1099）價格還在
50 跟 100 天附近，反彈時可以留意追落後。

普遍內房股的上月銷售金額按年增長良好，候底吸納的話建議選擇行業龍頭。碧桂園
（2007）率先在 1 月中由高位回吐，若回落至 13.5 元以下值得留意。萬科（2202）、華潤
置地（1109）及中海外（688）本週下跌較少或仍有調整空間，暫時宜觀望。恆大
（3333）及融創（1918）不宜沾手。

63.9
-0.3/-0.4%
2.79
+3bpt

大市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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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恒指低開一千點後再下跌，收報 30,595 點，跌 1,649 點（5.1%）；國指則報 12,686
點，跌 793 點（5.9%）。大市成交約為 2,580.2 億港元，較上日大增。內地股市同樣大
跌，上證收市報 3,370 點，挫 116 點（3.4%）；深成指跌 458 點（4.2%），兩市總成交
額約為 5,596 億元人民幣，較上日增加 25%。藍籌股方面，騰訊（700）落 7.0%；友邦
（1299）下跌 4.4%；滙控（5）報跌 3.3%；港交所（388）回 6.8%；國壽（2628）挫
5.9%；平保（2318）跌 6.0%。內銀股成重災區，工行（1398）回 7.2%；中行（3988）下
挫 6.0%；建行（939）大跌 7.6%；中信銀行（998）落 7.0%。
內房股全線下挫，中國恒大（3333）下跌 10.7%；海外發展（688）挫 7.9%；碧桂園
（2007）報跌 11.2%；融創中國（1918）回 9.8%；萬科（2202）挫 4.4%；華潤置地
（1109）下滑 6.4%。油價續回落，油股及油服股下挫，中海油（883）跌 5.1%；中石油
（857）報跌 5.8%；中石化（386）回 4.5%；中海油服（2883）下挫 5.5%；安東
（3337）大跌 9.6%。醫藥股普遍向下，復星醫藥（2196）下滑 6.5%；中國生物製藥
（1177）下挫 7.9%；華潤醫藥（3320）挫 6.0%；三生製藥（1530）大跌 5.8%。大市下
跌的版塊較全面及深遠。

領展（823）市況波動之下可留意領展（823），波幅較大市少而基本面健康，由 75 元回落
至 65 水平，同時已進入超賣區，可於該水平考慮買入，62.2 元止蝕。澳門博彩股日前受海
南開賭消息影響，但已證實只屬地產經紀造謠。考慮到澳門博彩收入向好，銀娛（27）仍然
值得逢低買入，65 元水平可留意，60 元止蝕。候底吸納內房股的話建議選擇行業龍頭。碧
桂園（2007）率先在 1 月中由高位回吐，若回落至 13.5 元以下值得留意，12.5 元止蝕。

利好消息方面，香港電訊-SS（6823）截至去年 12 月底止全年業績，EBITDA 總計上升 2%
至 129.97 億元，反映流動通訊及電服務業的營運效率提升；股份合訂單位持有人應佔溢利
上升 4.3%至 50.97 億元。純利較市場預期略好，派息亦略增，料對股價有支持作用。金界
控股（3918）去年盈利 2.55 億元(美元‧下同)，按年增長 38.57%，每股盈利 7.94 仙；派末
期息 1.45 仙(約 11.24 港仙)。收入大幅上升，純利亦較預期略好，料對股價有正面影響。遠
見控股（862）預期集團截至 2017 年 12 月底止六個月將錄得淨溢利，2016 年同期則錄淨
虧損。盈喜雖屬好消息，但只靠一次性因素支持，料對股價的正面影響有限。暢捷通
（1588）料截至去年底止全年扭虧為盈，錄得利潤超過 2.1 億元（人民幣．下同），2016
年同期虧損為 1.23 億元。盈喜不難預料，下半年純利增速提高，但涉及一次性因素，料對
股價不會有極大刺激。俊知（1300）預料公司於 2017 年度錄得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大幅增
加 40%以上，相較 2016 年度，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 1.93 億元人民幣。屬預料內的盈
喜，下半年純利較上半年多，基本面改善，料對股價有刺激作用。新明中國（2699）料截至
去年底止全年純利按年大幅增加，意料之外的盈喜，下半年成功料虧為盈，原因是物業收入

2

本地市場導報

2018 年 2 月 7 日
增加，料對股價有刺激作用，但需留意此股交投不多。招商局港口（144）有出售及購入資
產，以總代價 6.08 億澳元(約 38.09 億港元)，向控股股東招商局集團，收購
PortofNewcastle 的 50%權益。另外，連同公司持有 37%股權的中國南山，分別向控股股
東旗下全資公司，出售深圳上市公司赤灣港航（深：000222）股份，合共 66.1％股本，總
代價共計 122.6 億港元。出售的收益足夠補貼購入於澳洲的資產，而澳洲的碼頭亦有利集團
發展，對集團長遠有正面作用。

利淡消息方面，昆侖國際金融（6877）料截至去年底止全年純利將錄得下降，主要由於轉介
費及其他費用增加，主要因為支付予外部人士的佣金回扣增加。剛轉主版瞬即錄得虧損，料
股價會進一步向下。中國消防（445）以每股配售價 0.366 元，向深圳國調招商併購股權投
資基金合夥企業，配售 6.73 億股新股，集資淨額約 2.44 億元(約 1.99 億元人民幣)。折讓配
股料會令股價再下試低位。

營運數據方面，吉利汽車（175）1 月份的汽車銷量表現良好，再創下歷史高銷量，按年亦
有上升逾 50%。中國恒大（3333）上月份的銷售金額增長強勁，按年升７成按月更升達一
倍。金地商置（535）上月份的銷售數字強差人意，按年比錄得下跌。遠洋集團（3377）上
月份的協議消息與同業相若，按年上升而按月下跌，屬普通。世茂房地產（813） 上月份的
合約銷售亦屬普通，按年升倍但按月略跌。中海外（688）上月份的銷售強勁，少數可錄得
按月大升幅的內房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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