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巿場展望及評論：

每日觀察名單

恒指一周下跌一成，在升市中屬罕見。現階段估底暫亦無意思，待市場告訴我們那個位置才

公司

原因

信達國際（111）

盈喜

萬國國際礦業（3939）

盈喜

瑞慈醫療（1526）

盈警

天成國際（109）

盈警

福萊特玻璃（6865）

盈警

廣南（集團）（1203）

盈警

常茂生物（954）

盈警

太平洋網絡（543）

盈警

東方明珠石油（632）

盈警

中國建築（3311）

營運數據

保利置業（119）

營運數據

綠地香港（337）

營運數據

寶龍地產（1238）

營運數據

東風汽車（489）

營運數據

越秀地產（123）

營運數據

可以撿刀勝算較好，那怕價格可能貴數個百分點。尚未下彎的 50 天線 30,609 屬往上最近阻
力，距離現價約 1,100 點。市況波動是買入優質大型股的機會，內銀股上日全線回調，在業
績對辦加上前景穩定的情況下，短線可留意工商銀行（1398）及招商銀行（3968）。兩者
均觸及 100 天線後有支持，前者可留意 6.5 元水平，而招商銀行則可留意 32.5 元，如該區
間水平能守穩則有望再反彈。

在上星期五跌市中，大型科技器材股企穩，瑞聲（2018）和舜宇光學（2382）分別升 3.8%
及 1.7%。我們早前提及「舜宇光學（2382）近月在$114 至$104 之間橫行」，同時瑞聲
（2018）亦出現類似型態，在$133 至$145 之間作區間操作，逢高沽低價吸納。中興通訊
（763）早前公布全年業績，其營業收入增長 7.5%，好於市場預期，預計在 25 元有支持，

數據速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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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可以注意。記緊在跌市中小心保本為上，嚴守止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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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兌換參考價格

繼續受壓，因受多個不利因素影響，包括內地下調成品油價格，OPEC 與俄羅斯可能在第二
季調整減產，美國的產量、庫存及鑽油井數量上升，以及市場憂慮美國頁岩油增產，上週五
紐約期油跌穿每桶 60 美元水平，相關股份暫時不宜撈底。趁大市深度調整是買入優質股的
時機，上日推介的紡織股龍頭申洲國際（2313），其派息及毛利率皆見增長，70 元有支持
仍然值得關注。

59.5
-1.7/-2.8%

美國 10 年債息（%）

商品方面，上日金價及銅價均下跌，彭博商品指數跌 1.6%，連續六天向下。石油股短線將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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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市回顧：
上星期五恒指低開 7 百點後再下跌，收報 29,507 點，跌 943 點（3.1%）；國指則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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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01 點，跌 478 點（3.9%）。大市成交約為 2,190 億港元，較上日大增。總結上周，恒
指共跌 3,094 點，國企指數共跌 1,637 點。內地股市同樣大跌，上證收市報 3,129 點，挫
132 點（4.0%）；深成指跌 371 點（3.8%），兩市總成交額約為 4,942 億元人民幣，較上
日增加%。藍籌股方面，騰訊（700）落 3.0%；友邦（1299）下跌 4.2%；滙控（5）報跌
0.8%；港交所（388）回 4.7%。內險股下挫，國壽（2628）挫 4.1%；平保（2318）跌
5.0%。
內銀股成重災區，工行（1398）回 2.8%；中行（3988）下挫 2.5%；建行（939）大跌
4.5%；中信銀行（998）落 5.8%。內房股全線下挫，中國恒大（3333）下跌 5.5%；海外
發展（688）挫 3.0%；碧桂園（2007）報跌 6.7%；融創中國（1918）回 7.7%；萬科
（2202）挫 3.7%；華潤置地（1109）下滑 2.7%。
資源股向下，神華（1088）跌 4.7%；兗州煤（1171）挫 6.2%；中煤能源（1898）落
4.6%。國內航空個股向下，國航（753）下挫 3.2%；南航（1055）下滑 5.2%；東航
（670）報跌 5.3%。濠賭股大回吐，銀娛（27）下跌 6.0%；金沙中國（1928）挫 3.8%；
永利澳門（1128）下滑 4.4%；美高梅（2282）跌 6.8%。大市下跌的版塊較全面。

匯控（5）股價上日受整體市況影響走低，但跌幅於尾段大幅收窄，於 80 元水平支持並於該
水平爭持，可於該價位買入，75 元止蝕。市況波動下公用股表現較大市為好，可留意電能
實業（6），股價於此前 65 元有支持，現再觸及該價位屬吸引，62.5 元止蝕。內房股波動
較大暫時宜觀望，本地地產股則可留意太古地產（1972），可於 25.5 元水平吸納。

利好消息方面，信達國際（111）預期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綜合稅後溢利按年大
幅上升至少 40%。主要由於在年內集團業務之整體表現進步及一些聯營公司增加利潤貢獻所
致。下半年純利較上半年更多，屬利好消息，對股價應有支持作用。萬國國際礦業（3939）
去年純利將按年增長約兩倍，2016 年盈利 2197.2 萬元人民幣。盈利大幅增長屬意料內，料
對股價有正面影響。

利淡消息方面，廣南（集團）（1203）預期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公司股東應佔
之綜合溢利將較 2016 年同期下降約 40%。受累於銷量下降的影響，下半年純利大幅度減
少，料股價會受壓。常茂生物（954）料截至去年底止年度雖然收入有所增長，但很有可能
綜合淨利潤按年大幅下降。屬於預料之內的盈警，上半年純利早已大跌，集團的基本面亦未
見改善，交投亦少，料股價會下試低位。太平洋網絡（543）預期公司截至 2017 年 12 月底
止年度的淨利潤較截至 2016 年同期下跌約 25%至 35%。按指引計下半年純利增速可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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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加上支出上升，料消息對股價有負面影響。福萊特玻璃（6865）預料截至去年 12 月底
止年度純利將按年減少約 30%，主要由於光伏玻璃平均售價下降及若干主要原材料價格大幅
增長，令銷售成本上升。屬較差的盈警，成本上漲亦影響集團發展，料股價會受挫。東方明
珠石油（632）預期去年將錄得虧損淨額約不少於 3.7 億元，而 2016 年則錄得溢利淨額約
1.34 億元，虧損主要由於融資成本增加及無形資產減值所致。公司指，上述資產減值不會對
現金流狀況產生不利影響。非常合理的盈警，下半年仍繼續虧損，加重了股價下行的壓力。
瑞慈醫療（1526）去年將錄得淨虧損約 5000 萬元(人民幣．下同)至 8000 萬元，2016 年同
期盈利 5892 萬元。虧損來自於經營業務的虧損，加上虧損似乎略有擴大，料股價會受壓。
天成國際（109）截至去年 12 月底止，6 個月稅前淨利潤按年減少，2016 年同期除稅前溢
利 9569.8 萬元，盈利為 8259.4 萬元。盈警未有詳細指引，只指出今年度未有一次性收益，
料對股價有負面影響。

營運數據方面，中國建築（3311）上月的新簽合同理想，按年及按月均有增長，新簽合同數
字更是歷史新高。保利置業（119）屬銷售數字較好的內房，按月是少數錄得上升的內房，
按年則升一成。綠地香港（337）上月的合約銷售按月下跌５成，按年升１成，屬普通。寶
龍地產（1238）上月的合約銷售額無甚特別，按年升但按月下降。東風汽車（489）上月的
汽車銷售只屬普通，按年雖升但按月錄得下跌。越秀地產（123）上月的銷售數字令人失
望，按年及按月均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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