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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有負面消息的公司：

研究員

無

gary.wong@sinopac.com

巿場展望及評論：

每日觀察名單
公司

原因

大市早前連升四天後，恒指受累港元走弱及敘利亞空襲，走勢逆轉，連跌三個交易日兼跌幅

石四藥集團（2005）

盈喜

擴大；50 天線（現位 30,903，高於昨日高位 53 點）發揮強大阻力。隔夜道指升近 0.9%，

長江實業（1113）

大股東增持

博華太平洋（1076）

大股東增持

美圖公司（1357）

主席增持

（30,345）；暫仍視指數以大型上落市行走，舜宇光學（2382）及中銀香港（2388）屬強

睿見教育（6068）

收購

周大福（1929）

同店銷售增長

勢，友邦（1299）昨跌幅較大但上升勢頭仍佳，續可以留意。

亞洲水泥（743）

盈喜

珠江船務（560）

出售資產

深圳控股（604）

營運數據

華能國際電力股份

營運數據

市場繼續憧憬香港加息，正如我們上周提及，優質的本地銀行股可繼續於低位買入，中銀香
港（2388）屬其中之一，現已升破 10 天線之上，可望繼續向好。恒生銀行（11）近日於

（902）
新華保險（1336）

營運數據

中國神華（1088）

營運數據

夜期，場外期貨及 ADR 指數皆顯示指數將在 30,400 點左右高開，收復十天線

190 元水平浮沉，185 元水平是多條平均線匯聚點，是重要支持。東亞銀行（23）雖見落
後，但業務上未及前兩者，加上股價被 50 天線制衡，宜暫時觀望。大新銀行（2356）及大
新金融（440）則較適合留意併購整合多於加息新聞。

數據速覽
昨天恆指

30,315

變動/%

-492/-1.6%

昨天國企指數
變動/%

12,008
-253/-2.1%

昨日提及的燃氣股保持強勢並普遍跑贏大市，華潤燃氣（1193）維持於 28 元以下買入。港

大市成交（億港元）

1,076

華燃氣（1083）失守 10 天線，需留意 6.94 元的 20 天線水平能否穩守。中國燃氣（384）

沽空金額（億港元）

133.0

失守 20 天線，暫時宜觀望。新奧能源（2688）為昨日版塊內表現最佳股份，於 20 天線水

佔大市成交比率

12.4%

上證指數

3,110

變動/%

平見反彈，現價買入，穿 66 元止蝕。

-48/-1.5%

昨晚道指

24,573

變動/%

213/0.9%

金價（美元/安士）

1,348

變動/%

9/0.7%

油價（美元/桶）

66.6

變動/%

-0.8/-1.2%

美國 10 年債息（%）

2.83

變動（點子）

科技股昨日隨大市回落，上回我們預計版塊上的最強的依然是舜宇光學（2382），現今我們
保留意見，至今股票還穩守於 10 天線之上，建議止蝕價在 140 元。其次，瑞聲科技
（2018）已在關鍵位置 100 天線（150 元）之下，可回穩轉勢之後先再考慮。科技股中長
飛光纖光纜（6869）或可成另類的短線選擇，投資者或可在 34.7 元小注博反彈，跌穿 33.7
元作止蝕。

±0bps

人民幣兌換參考價格
賣出

買入

1.26030

1.24450

大市回顧：
上日恒指高開後回吐，恒指高開 41 點後下滑，收報 30,315 點，下跌 492 點（1.6%）；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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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則高開 26 點，收報 12,008 點，挫 253 點（2.1%）。大市成交約為 1,076 億港元。內地
股市同樣向下，上證收市報 3,110 點，跌 48 點（1.5%）；深成指下跌 65 點（0.6%），兩
市總成交額約為 4,507 億元人民幣，較上日增加。
藍籌股方面，騰訊（700）回 1.2%；友邦（1299）股價挫 4.0%；滙控（5）降 0.5%；港交
所（388）落 2.0%；國壽（2628）下跌 0.7%；平保（2318）落 2.0%。內銀股普遍向下，
工行（1398）跌 2.3%；農行（1288）回 3.3%；交通銀行（3328）報跌 2.2%；招商銀行
（3968）挫 4.3%；建行（939）下滑 2.3%。
內房股向下，中國恒大（3333）下跌 5.7%；碧桂園（2007）跌 3.9%；融創中國（1918）
回 5.7%；萬科（2202）挫 4.3%；中海外（688）下挫 3.3%。科技股普遍向下，丘鈦科技
（1478）回 3.8%；比亞迪電子（285）下跌 0.9%；中興通訊（763）下滑 1.9%；瑞聲
（2018）回 2.0%。大市接近全線下跌。

昨日康師傅（322）在跌市中企穩，我們觀察到康師傅在 16.7 元有比較大的支持，而大手買
盤比例達 70%，可以在該位置小注博反彈，跌市中以保本為上，跌穿 16.4 元嚴守止蝕。本
地銀行受加息的憧憬底下是波動市況中向好的版塊，中銀香港（2388）收復 10 天平均線線
後走勢轉強，現價仍可買入，穿 36 元止蝕。新奧能源（2688）為昨日燃氣股版塊內表現最
佳股份，於 20 天線水平見反彈，現價買入，穿 66 元止蝕。

利好消息方面，石四藥集團（2005）發盈喜，截至今年 3 月底止首季，股東應佔溢利為
2.42 億元，按年增 1.11 倍。期內，營業額 10.99 億元，按年增 74.17%。預料利好股價。
長江實業（1113）大股東增持，長和系主席李嘉誠上周二至五（10 日至 13 日）期間，透
過李嘉誠基金會連續 4 天增持長江實業，合共涉資逾 6 億元。預料對股價有支持作用。博華
太平洋（1076）控股股東 Inventive Star 於今年 4 月 4 日至 13 日期間，收購合共 4552 萬
股公司股份，每股平均作價約 0.096 元，涉資約 436.99 萬元。美圖公司（1357）主席蔡文
勝透過 Baolink 增持該公司 210 萬股，每股平均價約 8.96 元，涉資 1881.9 萬元。屬利好消
息。睿見教育（6068）收購濰坊市濰州外國語學校全部權益，作價 1.11 億元人民幣。預料
收購對睿見教育屬利好。周大福（1929）同店銷售錄得增長，截至 3 月底止第四季，中國
內地的零售值增長 13%，港澳地區則增長 11%，同店銷售則分別增長 7%及 17%。預料利
好周大福及本地零售股。預料利好股價。亞洲水泥（743）發盈喜，預期截至今年 3 月底止
三個月盈利，將按年大幅增加。去年同期虧損 6,995.8 萬元人民幣。預料利好股價。珠江船
務（560）出售資產，以代價總額 7249.9 萬元人民幣（約 9,062.4 萬港元），向控股股東珠
江船務企業，轉讓大旺碼頭及大旺物流全部權益。該公司擬將股權轉讓所得款項用於一般企
業用途，估計將錄得收益約 3,273.4 萬元。預料交易利好珠江船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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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數據方面，深圳控股（604）上月合同銷售額按年跌 14%。華能國際電力股份（902）
今年首季完成發電量及售電量按年錄得增長。新華保險（1336）今年首季累計原保險保費按
年增長 5.86%。中國神華（1088）上月煤炭產量及銷量按年下跌，發電及售電量則按年微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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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責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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