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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指連升四日後回吐，低位曾見 31,142 後快速反彈，仍未跌到 20 日線 30,906 的支持，收

每日觀察名單
公司

原因

新城發展（1030）

業績

海通國際（665）

業績

中銀航空租賃（2588）

業績

中駿置業（1966）

業績

中國航空工業國際

業績

市亦收復 50 日線。三月已過一半，下旬將有更多指數成份股宣佈業績，大市波幅可能加
大。月內高低位相差 1,858 點，亦達 6％。仍以 10/20 日線為短線重要支持。昨日零售業股
份一支獨秀，主要受莎莎（178）首兩月同店銷售數字上升所帶動，留意該股自 2 月中開始
已升四成，技術上踏入嚴重超買，需留意回吐壓力。較大型的在走勢上以周大福（1929）較

（232）

強，股價昨日升穿一個月高位，正嘗試挑戰 52 周高，另一強勢的選擇則是利福（1212）。

滙能集團（1539）

配股

中國平安（2318）

營運數據

六福（590）暫維持於整固格局，於 27.5 元位置爭持，如升穿 50 天線 28.5 元才有力上
望。

數據速覽
昨天恆指

31,435

變動/%

-166/-0.5%

昨天國企指數

12,684

變動/%

-62/-0.5%

大市成交（億港元）

1,032

沽空金額（億港元）

115.9

佔大市成交比率

11.2%

上證指數

3,291

變動/%

-18/-0.6%

昨晚道指

24,758

變動/%

-249/-1.0%

金價（美元/安士）

1,327

變動/%

軟件股在下跌市中突出，上日我們所評論過的都有好表現，上日提及「金蝶國際（268）技
術強勢的動力開始減弱，重貨的投資者可在 5.72 元止賺，較進取者可在 5.56 元止賺。」我
們在 2 月 14 日已評論金蝶（268），如果投資者跟隨建議，至今有 36%的升幅，現時金蝶
已超買，未有貨者不建議重注買入，暫時止賺價在 6.3 元。金山軟件（3888）方面，上回提
及「投資者可再上移止蝕在 27.4 元」，現在投資者可再上移止蝕在 29.1 元。IGG（799）
建議止賺價 11.48 元。

8/0.6%

油價（美元/桶）

61.0

變動/%

0.3/0.5%

美國 10 年債息（%）

2.80

變動（點子）

-1pbt

人民幣兌換參考價格
賣出

買入

1.25180

1.23600

內房股繼續以中小型股份領漲，時代中國（1233）、越秀地產（123）、龍光地產
（3380）及 SOHO 中國（410）等勢頭甚強，後兩者有望挑戰 1 月高位，可考慮短線操
作。物業管理版塊值得留意，自從彩生活（1778）發盈喜後刺激同業上揚，我們於本週一市
前推介的中海物業（2669）至今累積不錯的升幅，可繼續持貨。同業綠城股務（2869）及
半新股雅生活（3319）潛在追落後的空間。

大市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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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恒指低開 279 點後反覆，收報 31,435 點，跌 166 點（0.5%）；國指則低開 141 點，
收報 12,684 點，跌 62 點（0.5%）。大市成交約為 1,032 億港元，較上日微減。內地股市
下跌，上證收市報 3,291 點，跌 18 點（0.6%）；深成指跌 101 點（0.9%），兩市總成交
額約為 4,458 億元人民幣。
藍籌股方面，騰訊（700）升 0.2%；友邦（1299）股價回 1.2%；滙控（5）報跌 0.8%；港
交所（388）回 0.7%；國壽（2628）跌 1.0%；平保（2318）下滑 0.5%；港鐵（66）升
0.3%；煤氣（3）上漲 0.5%；工行（1398）報跌 1.4%；建行（939）落 1.3%。
水泥股造好，華潤水泥（1313）上升 4.5%；海螺水泥（914）漲 3.7%；中國建材
（3323）上揚 3.7%；西部水泥（2233）報升 2.2%。軟件股向好，金蝶國際（268）創新
高升 14.9%，金山軟件（3888）創新高，收市漲 4.4%；IGG（799）再升 1.5%。
消息指美國總統特朗普考慮向中國進口科技與通訊為主的貨品，徵收懲罰性關稅。科技股偏
軟，瑞聲（2018）暫跌 2.8%；比亞迪電子（285）挫 0.8%；舜宇光學（2382）跌 2.2%；
丘鈦科技（1478）下滑 2.8%；中興通訊（763）跌 2.7%。內銀股、燃氣股、環保新能源
股、汽車股及食品股大致向下。
中銀航空租賃（2588）業績勝市場預期，業務持續穩步增長，淨租賃收益率穩定，派息增加
屬利好消息，以現價計算股息率約 5.3 厘。現價買入，40.5 元止蝕。騰訊（700）快將發佈
業績，預料純利會繼續增長，科網股借勢向上，可留意金山軟件（3888），公司雖公布盈喜
但未有詳細指引，令人對其業績增長有想像空間，於業績前可短線現價買入，26.6 元止蝕。
彩生活（1778）發盈喜後帶動物業管理股版塊上揚，同業綠城股務（2869）可望追落後，
6.1 元買入，5.8 元止蝕。

利好消息方面，新城發展（1030）公佈業績，截至去年 12 月底止，全年盈利 37.94 億元
（人民幣，下同），按年增長 1.74 倍，每股盈利 67 分，派末期息 16.2 分。業績優於市場
預期加上派息增加，預料刺激股價向上。海通國際（665）公佈業績，截至去年底止全年股
東應佔溢利 30.29 億元，按年增 80.25%，每股盈利 56.53 仙，派第二次中期息 18 仙，可
以股代息。業績優於市場預期，派息比率維持約 50%跟 2016 年度相若，預料利好股價。中
銀航空租賃（2588）公佈業績，截至去年底止全年盈利 5.87 億元（美元，下同），按年增
40.32%，每股盈利 0.85 元，派末期息 19.2 仙。業績比市場預期好，派息增加屬於利好，
以現價計算股息率約 5.3 厘。中駿置業（1966）公佈業績，截至去年底止全年盈利 28.4 億
元（人民幣，下同），按年增長 37.05%，每股盈利 79.9 分，派末期息 13 港仙。業績優於
市場預期，派息比率跟 2016 年度相若，預料利好股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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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淡消息方面，中國航空工業國際（232）公佈業績，截至去年 12 月底止全年虧損收窄至
2.88 億元，每股虧損 5.23 仙，不派息。雖然全年虧損按年收窄，但下半年虧損比上半年大
幅增加屬壞消息，預料股價將會受壓。滙能集團（1539）向 6 名承配人配售最多 5,000 萬
股新股份，配售價 1.09 元，集資淨額 5,290 萬元。配售價較股份昨天收市價 1.25 元折讓約
12.8%，預料股價將會受壓。

中國平安（2318）2 月保費收入按年升 17.5%，增長跑贏同業。

3

本地市場導報

2018 年 3 月 15 日

是日推介

原因

中銀航空租賃（2588）

業績勝市場預期，業務持續穩步增長，淨租賃收益率穩定，
派息增加屬利好消息，以現價計算股息率約 5.3 厘。現價買
入，40.5 元止蝕。

留意版塊
科網股

可留意股份
騰訊（700）快將發佈業績，預料純利會繼續增長，科網股
借勢向上，可留意金山軟件（3888），公司雖公布盈喜但未
有詳細指引，令人對其業績增長有想像空間，於業績前可短
線現價買入，26.6 元止蝕。

物業管理股

彩生活（1778）發盈喜後帶動版塊上揚，同業綠城股務
（2869）可望追落後，6.1 元買入，5.8 元止蝕。
有利好消息的股份

新城發展（1030）

業績：截至去年 12 月底止，全年盈利 37.94 億元（人民
幣，下同），按年增長 1.74 倍，每股盈利 67 分，派末期息
16.2 分。業績優於市場預期加上派息增加，預料刺激股價向
上。

海通國際（665）

業績：截至去年底止全年股東應佔溢利 30.29 億元，按年增
80.25%，每股盈利 56.53 仙，派第二次中期息 18 仙，可以
股代息。業績優於市場預期，派息比率維持約 50%跟 2016
年度相若，預料利好股價。

中銀航空租賃（2588）

業績：截至去年底止全年盈利 5.87 億元（美元，下同），按
年增 40.32%，每股盈利 0.85 元，派末期息 19.2 仙。業績
比市場預期好，派息增加屬於利好，以現價計算股息率約
5.3 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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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截至去年底止全年盈利 28.4 億元（人民幣，下同），
按年增長 37.05%，每股盈利 79.9 分，派末期息 13 港仙。
業績優於市場預期，派息比率跟 2016 年度相若，預料利好
股價。
有利淡消息的股份

中國航空工業國際

業績：截至去年 12 月底止全年虧損收窄至 2.88 億元，每股

（232）

虧損 5.23 仙，不派息。雖然全年虧損按年收窄，但下半年虧
損比上半年大幅增加屬壞消息，預料股價將會受壓。

滙能集團（1539）

配股：向 6 名承配人配售最多 5,000 萬股新股份，配售價
1.09 元，集資淨額 5,290 萬元。配售價較股份昨天收市價
1.25 元折讓約 12.8%，預料股價將會受壓。
營運數據

中國平安（2318）

2 月保費收入按年升 17.5%，增長跑贏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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