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市場導報

2018 年 4 月 11 日

 大市分析

張健民, CFA
研究部主管
ivan.cheung@sinopac.com

是日推介：

李文傑

中金公司（3908）、海螺水泥（914）、中國恆大（3333）

研究員

推介版塊：

mkli@sinopac.com

水泥股、內房股

伍其峰

今天有正面消息的公司：

研究員

愛康醫療（1789）、漢思能源（554）、新體育（299）

dkfng@sinopac.com

今天有負面消息的公司：
黃景成

富士高實業（927）、H&H 國際（1112）

研究員

巿場展望及評論：

gary.wong@sinopac.com

恒指昨日終於擺脫 29,800-30,300 徘徊區，成交配合地向上突破兼收復 10 天線（現位在

每日觀察名單

30,227）及曾挑戰 20 天線（現位在 30,824）。早前的強勢股平保（2318）大升半成，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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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上旬轉弱的內銀股，主要權重股建行（939）、工行（1398）及中行（3988）皆走
強，預料能為恒指及國指提供更多上升動力。50 天線現於 31,081；預期數個交易日後轉跌
為升的 10 天線將提供不俗支持。

受惠於早前內地多個省市水泥價格上揚，加上海螺（914）的盈喜支持，水泥股短線仍有留
意價值。華潤水泥（1313）及西部水泥（2233）兩者走勢雖強，但兩者 RSI 均已過 70，是
該兩股少見的 RSI 高位，需留意風險。中建材（3323）及海螺水泥（914）兩者昨日均破
頂，RSI 亦未達超買，似乎仍有力試頂。金隅集團（2009）昨日收復多條平均線，走勢上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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憧憬內地降低汽車進口關稅刺激汽車經銷商股份急漲，強勢股份有中升控股（881）及美東
汽車（1268），前者仍未算超買，可考慮現價追入，注意後者市值較少及成交量偏低。另一
方面可以考慮正通汽車（1728）及永達汽車（3669），估值比較低而且走勢比較落後，可
現價買入博借消息追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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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股昨日隨大市回升，版塊上的最強的依然是舜宇光學（2382），穩守於 10 天線之上，
可逢低買入，建議止蝕價在 140 元。瑞聲科技（2018）反彈至於 50 天線上收市，100 天線
150 元左右將會是重要的關鍵位置。

+1bpt

人民幣兌換參考價格
賣出

買入

1.25760

1.24190

大市回顧：
昨日恒指低開 24 點後向上，收報 30,728 點，升 500 點（1.7%）；國指則低開 25 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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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12,324 點，上漲 251 點（2.0%）。大市成交約為 1,383 億港元。國家主席習近平計劃
擴大開放，內地股市上揚，上證收市報 3,190 點，升 52 點（1.7%）；深成指升 112 點
（1.0%），兩市總成交額約為 4,853 億元人民幣，較上日增加。藍籌股方面，騰訊（700）
上升 1.8%；友邦（1299）股價升%；0.9 滙控（5）上升 0.7%；港交所（388）上揚
2.1%；工行（1398）報升 2.6%；建行（939）漲 2.1%。
內險股上揚，國壽（2628）上升 1.4%；太保（2601）揚 2.0%；太平（966）報升 8.2%；
平保（2318）漲 5.0%；人保（1339）報升 5.2%。內房股造好，華潤置地（1109）升超過
2.4%；中國恒大（3333）上揚 5.7%；碧桂園（2007）報升 5.9%；融創中國（1918）大漲
一成四；中海外（688）升 1.2%。
內需股個股突出，旺旺（151）上漲 5.8%；萬洲國際（288）報升 3.7%；康師傅（322）上
漲 4.2%；華潤啤酒（291）升 6.3%；蒙牛乳業（2319）上揚 2.2%。濠賭股造好，銀娛
（27）漲 1.8%；永利澳門（1128）升近 5.6%；美高梅（2282）漲 2.2%；金沙（1928）
漲 4.7%。
科技股反彈，丘鈦科技（1478）公布上月模組按年造好，股價反彈兩成；比亞迪電子
（285）反彈 5.0%；舜宇光學（2382）上 4.5%；中興通訊（763）漲 3.1%；瑞聲
（2018）漲 6.8%。
中金公司（3908）受惠 A 股入摩及中國資本市場開放消息，利好國內券商股，目前上破 17
元壓力區，且 16 元有較大支持，可趁低位 16.5 元左右買入，連續下跌穿 16 元作建議止
蝕。水泥股屬波動市況中走強的版塊，可留意發盈喜的海螺（914），股價破頂後續有支
持，加上仍未進入超買狀態，短線仍可現價買入，44.45 元止蝕。以銷售額計，今年首季度
於內房股中排第二的中國恆大（3333）企穩於 26 元並向上突破，可現價買入，26 元止
蝕。

利好消息方面，愛康醫療（1789）以代價 1673.2 萬英鎊（約 1.84 億港元），收購 JRI
Orthopaedics Limited 全部股權，它主要從事設計、製造及供應骨科植入物及相關工具業
務，對集團的業務有正面影響。漢思能源（554）公司公布計劃利用位於東莞市的預留地和
碼頭富餘的吞吐能力，建設液化天然氣接收站，吞吐能力為每年 100 至 200 萬噸，以開發
液化天然氣接收站和倉儲業務，對該集團的業務有正面影響。新體育（299）以現金代價
4.21 億元人民幣，購入深圳市南山區合共 56 套住宅，總樓面面積約 6342.3 平方米。收購
事項有助公司已拓展業務至物業開發及投資，符合未來發展。

利淡消息方面，證監會已在市場失當行為審裁處對富士高實業（927）展開研訊程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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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有關停止為一個主要客戶生產音響耳機的內幕消息，對該集團的股價有負面影響。
H&H 國際（1112）控股股東合生元製藥相關少數股東建議，以每股 57.5 元的作價，配售
H&H 國際 1800 萬股，佔該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約 2.82%。交易完成後，合生元製藥持股
將由 70.59%降至 67.77%。所得款項用於持有回購合生元製藥的股份事項。

營運數據方面，招商局置地（978）上季的合同銷售總額不錯，按年大升一倍而按季同樣上
升。裕元工業（551）上月的每月綜合經營收益淨額（千美元）不算差，按年上升一成多而
按月微下跌。綠地香港（337）上月的按月合約銷售（人民幣億元）表現失望，按年大跌四
成而按微升。包浩斯國際（483）上季的每季店銷售一般，香港及台灣同店銷售按年上升，
但中國卻按年上升微跌。寶勝國際（3813）上月的每月綜合經營收益淨額按年及按月亦有增
長，算是不錯。中國海外宏洋（81）上月合約銷售金額造好，按年大升而按月同樣上升。中
國海外發展（688）上月的合約物銷售金額，按月造好，但按年數字只微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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