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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觀察名單

巿場展望及評論：

公司

原因

方正控股（418）

盈喜

國美金融科技（628）

盈喜

融創中國（1918）

盈喜

同方友友（1868）

盈喜

佳源國際（2768）

盈喜

江南集團（1366）

盈警

海天能源（1659）

盈警

瑞港建設（6816）

盈警

大唐環境（1272）

盈警

彩星玩具（869）

業績

中國奧園（3883）

營運數據

中國恒大（3333）

營運數據

綠城中國（3900）

營運數據

信利國際（732）

營運數據

遠洋集團（3377）

營運數據

中國金茂（817）

營運數據

三月期貨開始買賣五個交易日，恒生指數的走勢為跌跌升跌跌，走勢差劣，累積下跌了
1,948 點。我們亦提及三條主要平均線甚重要，下破後的跌勢亦轉急。隔夜美股、港股 ADR
及場外期貨有逾 1%反彈；指數的 100 天線似有支持，且看大市會否重蹈 2 月 9 日覆轍在這
水平先作較大回升。石油相關股普遍股份跌幅少於大市，因油價隔晚受到利比亞最大油田
Sharara 停產的消息刺激而上漲，然而昨晚外電報導該油田已恢復生產，油股暫時宜觀望。
中石化（386）表現較好，但需留意 6 元水平能否守住，跌穿的話下行壓力增加。

大市波動波動之下，公用股成為避險天堂之一，公用股股價昨日表現普遍較大市為好。業績
較市場預期好的中電（2）險守於 78 元的 10 天線之上，亦會是股價的支持位。電能實業
（6）特別息的炒作暫告一段落，可先觀望。較吸引的會是長江基建（1038），長遠盈利會
受惠於集團的併購而增長，現價會落至短期低位，64.5 元是買入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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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86
-697/-2.3%
11,991
-212/-1.7%
1,184

沽空金額（億港元）

174.7

佔大市成交比率

14.8%

上證指數
變動/%
昨晚道指
變動/%

3,256

珠寶鐘錶股短期受惠於農曆新年的利好所刺激，加上金價回穩，短線可留意六福集團
（590），該公司於早前調整後股價企穩，在跑輸其他同業的前提下可留意 26.6 元支持位。
周大福（1929）股價仍守於 8.5 元的關口之上，可先留意其走勢。周生生（116）剛跌穿
10 天線後走勢未明朗，宜先觀望。

19/0.1%
24,875
337/1.4%

大市回顧：

金價（美元/安士）

1,323

變動/%

0/0%

上日恒指向下，恒指低開 59 點後下挫，收報 29,886 點，跌 697 點（2.3%）；國指則低開

62.7

20 點，收報 11,991 點，跌 212 點（1.7%）。大市成交約為 1,184 億港元，較上日減少。

油價（美元/桶）
變動/%
美國 10 年債息（%）
變動（點子）

1.5/2.4%
2.88
±0bpt

內地股市卻向上，上證收市報 3,256 點，升 19 點（0.1%）；深成指升 19 點（0.2%），兩
市總成交額約為 3,864 億元人民幣，較上日減少。藍籌股方面，騰訊（700）回 2.5%；友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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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兌換參考價格
賣出

買入

1.24560

1.22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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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9）股價跌 2.9%；滙控（5）報跌 1.6%；港交所（388）落 3.0%；吉利（175）跌
2.4%。
內險股向下，國壽（2628）暫跌 1.3%；太保（2601）回 2.2%；太平（966）報跌 2.5%；
平保（2318）挫 2.5%。內銀股成重災區，工行（1398）下跌 1.9%；中行（3988）下挫
1.2%；建行（939）落 2.7%。
食品股回落，旺旺（151）下挫 3.9%；華潤啤酒（291）回落 5.4%；康師傅（322）跌
0.2%；蒙牛乳業（2319）報跌 2.3%。濠賭股偏軟，銀娛（27）跌 3.1%；金沙中國
（1928）下滑 2.6%；永利澳門（1128）回 3.0%；美高梅（2282）下降 2.6%。
香港地產股向下，新地（16）下降 2.8%；恒基地產（12）回 2.0%；九倉置業（1997）下
滑 1.8%；新世界（17）跌 3.3%。科技股普遍偏軟，瑞聲（2018）跌 2.0%；比亞迪電子
（285）挫 7.1%；丘鈦科技（1478）下滑 5.0%；中興通訊（763）跌 1.1%。電訊股大弱
勢，中移動（941）創三年低位，挫 3.1%；中電信（728）穿低跌 2.0%；聯通（762）下滑
5.9%。香港股票下跌全面，約有 1,166 隻股票下跌，上升只有 367 隻。
紫金礦業（2899）股市雖然波動，但金價則在早前觸底後反彈並靠穩，紫金礦業（2899）
早前的部份礦產暫停生產的消息已被市場消化，可於 3.5 元的支持位買入，3.22 元止蝕。如
上文所提及，公用股於市況中是避險的天堂，可留意盈利增長良好的長江基建（1038），股
價現處於近期低位，可於 64.5 元買入，60 元止蝕。教育股版塊受個別股份交出優秀業績帶
動上揚，可留意半新股中教控股（839），9 元以下買入，以 8.5 元作止蝕位。

利好消息方面，方正控股（418）預計截至去年 12 月底止的全年純利，將按年至少增加 1
倍。屬意料之外的盈喜，雖不乏一次性因素，但料對股價會有正面影響。國美金融科技
（628）料截至去年底止全年扭虧為盈，將錄得純利 2000 至 2500 萬元（人民幣．下
同），截至 2016 年底止九個月虧損約 3152.8 萬元。屬不難預計之盈喜，下半年集團盈利
能力上升，料對股價影響正面，惟此股成交甚疏落需留意。融創中國（1918）截至 2017 年
12 月底止年度，股東應佔溢利增長超過 2.4 倍，該公司 2016 年股東應佔溢利為 24.78 億元
人民幣。屬意料外的盈喜，集團的營業整體向好，下半年純利大增，料對股價有支持作用。
同方友友（1868）截至 2017 年 12 月底止年度，淨利潤將錄得大幅增加，2016 年同期盈
利 1177.8 萬元人民幣。集團半年純利已超越上年全年，盈喜屬於正常，惟未有實際數字指
引，但盈喜料可刺激股價向上。佳源國際（2768）預期截至去年 12 月底止，全年盈利按年
增加 50%至 70%，而收入則增長 80%至一倍；2016 年同期盈利及收益為 8.11 億及 37.02
億元人民幣。屬好消息，過往交付的收入於本年度實現，料集團的股價可維持強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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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淡消息方面，海天能源（1659）預料截至去年底止年度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按年下跌最少
30%，主要由於期內福建省壽寧縣、周寧縣和褔安市的降雨量減少。並不意外的盈警，以指
引計集團於第四季能錄得利潤，但股價走勢頗弱，料對股價有下行壓力。江南集團（1366）
截至去年 12 月底止年度純利將按年減少約 80%，主要由於期內已售貨品成本增加，令毛利
率降低；而 2016 年水災及去年市場要求的改變，導致出售存貨帶來虧損。盈警不令人意
外，但毛利率下跌得基本因素轉差料對股價會有負面影響。瑞港建設（6816）2017 年度預
期的稅後溢利按年錄得不超過 30%的下降。屬於壞消息的盈警，加上昨日股價突升，料盈警
對股價的影響會較大。大唐環境（1272）預期截至去年 12 月底止，全年淨利潤按年下跌
15%至 17%，2016 年同期淨利潤 10.21 億元人民幣。盈警好壞參半，因下半年純利增長達
６億，加上當中涉及一次性的上市費用，料對股價的影響不大。彩星玩具（869）截至去年
12 月底止，全年盈利 5576.4 萬元，按年減少 49.4%，每股盈利 4.63 仙；派第二期中期股
息 3 仙。盈利大跌但集團未有發盈喜，加上下半年純利增長放緩，料股價會受壓。

營運數據方面，中國奧園（3883）上月的合同銷售只屬普通，按年大升但按季只持平。中國
恒大（3333）上月的銷售額令人失望，按年雖能保持升幅但按月則大跌。綠城中國
（3900）上月的合同銷售強差人意，按年按月季錄得下跌。遠洋集團（3377）上月的合同
銷售額表現不錯，按年及按月均升。中國金茂（817）上月的銷售數字同屬普通，按年大
升，按月則下跌。信利國際（732）上月的營業額按年及按月均錄得跌幅，表現甚差。。

3

本地市場導報

2018 年 3 月 06 日

免責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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