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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推介：
中國移動（941）: 波動市況下，市場避險，中國移動上日企穩，建議回落至 70－71 元附近

黃景成

再留意，博再破頂，目標價 73.3 元，下跌穿至 68.9 元止蝕。

研究員
gary.wong@sinopac.com

中國國航（753） :受人民幣貶值影響，由 6 月中 10 元下跌至現今 6.25 元左右，到達上年 9

每日觀察名單
公司

原因

月的支持位，提供投機性機會，可在 6.25 元附近小注留意，目標價 7.5 元，兩天反方向下

榮威國際（3358）

中期業績

跌穿 6 元可以 4%左右損失下止蝕。

利亞零售（831）

中期業績

港華燃氣（1083）

中期業績

晶苑國際（2232）

中期業績

平安好醫生（1833）

中期業績、收購

金利來集團（533）

中期業績

粵豐環保（1381）

中期業績

華潤電力（836）

中期業績

億達中國（3639）

中期業績

中升控股（881）

增持股份

首長國際（697）

盈喜預告

九興控股（1836）

中期業績

載通（62）

中期業績

上海証大（755）

盈警預告

榮威國際（3358）、利亞零售（831）、港華燃氣（1083）、晶苑國際（2232）、平安好

紫光科技（365）

盈警預告

醫生（1833）、金利來集團（533）、粵豐環保（1381）、華潤電力（836）、億達中國

冠捷科技（903）

中期業績

推介版塊：
中香港電訊-SS（6823）: 電訊股今周企穩，而其為本地電訊行業中的領導者，其次派息穩
定達 0.5 至 0.6 元，收益率達 6.31%，上日企穩 10.25 元密集區之中，可以留意，反方向下
跌至 10.0 元可先行觀望。

今天有正/負面消息的公司：

（3639）、中升控股（881）、首長國際（697）。

數據速覽
昨天恆指

27,100

變動/%

-224/-0.8%

昨天國企指數

10,479

變動/%

負面：九興控股（1836）、平安好醫生（1833）、載通（62）、上海証大（755）、紫光
科技（365）、冠捷科技（903）。

-55/-0.5%

大市成交（億港元）

1,245

沽空金額（億港元）

164.2

佔大市成交比率

13.2%

上證指數

2,705

變動/%

-18/-0.7%

昨晚道指

其中可留意的股份：華潤電力、中升控股、港華燃氣。
其中應特別避免的股份：九興控股、冠捷科技。

25,559

變動/%

396/1.6%

金價（美元/安士）

1,178

變動/%

-7/-0.6%

油價（美元/桶）

65.4

變動/%

0.4/0.6%

美國 10 年債息（%）

2.87

變動（點子）

±0bps

人民幣兌換參考價格
賣出

買入

1.15090

1.13490

巿場展望及評論：
恒指弱勢持續連跌五天，但成交已開始見增大，可能已找到短線底部。昨天低位跟去年八月
低位 26,864 僅差三點。騰訊（700）果然試 320 元後稍反彈但仍未到超賣水平，相信短線
仍會跑輸。強勢股友邦保險（1299）橫行兩個月後開始下跌，股價往下的空間仍大。前天大
升的萬洲國際（288）回跌兼曾破底，宜先觀望。恒指夜期，ADR 及場外期貨顯示今早應能
反彈 150-200 點左右，但成交相信會因周末前縮減。
其餘股份方面，早前建議避開的粵海投資（270）、藥明生物（2269）及華潤啤酒（291）
再跌，仍宜退守。聯想集團（992）交出亮麗業績，股價不負所望破頂，仍看五元。四環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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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460）要升破 1.80 元後企穩才值博。中興通訊（763）橫行整固，14 元關口阻力較
大。中國通信服務（552）、中銀航空租賃（2588）皆破頂，先看 6/56 元。創科實業
（669）績佳價反彈，宜候整固後才收集。六福集團（590）25-26 元區雙底式反彈，是中
線較不受外圍因素影響的佳選。

大市回顧：
週三歐美主要股市全線下跌，昨日恒指低開 452 點，收報 27,100 點，跌 224 點
（0.8%）；國指指數低開 170 點，收報 10,479 點，下跌 55 點（0.5%）。大市成交金額約
1,245 億港元。內地股市，上證指數報 2,705 點，報跌 18 點（0.7%）。深成指低開高走，
收報 8,500 點，下跌 80 點（0.9%）。兩市成交合計約至 2,708 億元人民幣。藍籌股方面，
騰訊（700）收市跌 3%；滙控（5）下挫 0.9%；石藥（1093）下 0.8%；中國聯通（762）
回 1.3%；中移動（941）升 1.5%。

內房股反彈，萬科（2202）上升 0.9%；融創（1918）報升 3.3%；碧桂園（2007）上揚
2.9%；中國恒大（3333）上漲 7.6%；華潤置地（1109）揚 0.8%；新城發展（1030）上
0.5%；奧園（3883）升 0.6%；雅居樂（3383）升逾 1.4%。

汽車股個別發展，比亞迪（1211）升 1.3%；吉利（175）上 0.3%；華晨（1114）跌
6.3%；北京汽車（1958）報跌 4.0%。教育股方面，中教（839）下 1.2%；澳洲成峰高教
（1752）報升 2.5%；睿見教育（6068）回 0.9%；民生教育（1569）挫 1.6%；宇華教育
（6169）揚 5.0%。港股昨日全日上升股份有 660 隻，下跌 1174 隻。整體市況仍然受壓。

利好消息方面，榮威國際（3358）中期業績 ，截至 6 月底止中期股東應佔溢利 3567.9 萬
元，按年增長 2.1%，不派中期息。利亞零售（831）中期業績 ，截至今年 6 月底止半年盈
利 6735.2 萬元，按年增 17.9%。派中期息 5 仙。港華燃氣（1083）中期業績 ，截至 6 月
底止中期業績，股東應佔溢利 6.63 億元，按年增長 10.2%，不派中期息。晶苑國際
（2232）中期業績 ，截至 6 月底止中期股東應佔溢利 7050.3 萬元，按年增長 1.9%，中期
息派 4 港仙。平安好醫生（1833）收購，以總代價 9.8 億元人民幣收購萬家醫療全部股權。
收購主要原因可以整合線上線下醫療資源，擴大服務種類。金利來集團（533）中期業績 ，
截至 6 月底止，中期盈利 1.7 億元，按年增長 15.7%， 派中期息 6.5 仙。粵豐環保
（1381）中期業績 ，截至今年 6 月底止半年盈利 3.2 億元，按年增 40.6%，派中期息 1.9
仙。華潤電力（836）中期業績 ，截至今年 6 月底止半年盈利 29.6 億元，按年增 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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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息 12.5 仙。億達中國（3639）中期業績 ，截至 6 月底止，中期盈利 4.6 億元，按年增
長 1.3 倍， 不派中期息。中升控股（881）增持股份，董事長黃毅和總裁兼首席執行官李國
強， 在市場上以平均每股約 16.2 元，購買該公司合共 202.45 萬股。首長國際（697）盈喜
預告，預期截至 6 月底止，中期股東應佔溢利按年增長約 40%至 55%。主要原因是私募基
金管理業務的盈利貢獻。

利淡消息方面，九興控股（1836）中期業績 ，截至 6 月底止中期業績，股東應佔溢利
2294.6 萬元，按年下跌 19.5%，派中期息 30 港仙。平安好醫生（1833）中期業績 ，截至
6 月底止中期股東應佔虧損 4.4 億元，去年同期虧損 4.6 億元，不派中期息。載通（62）中
期業績 ，截至 6 月底止中期業績，股東應佔溢利 3.08 億元，按年跌 18.5%，派中期息 0.3
元。上海証大（755）盈警預告，截至今年 6 月底止中期虧損將按年增加。去年同期為虧損
2.1 億元。紫光科技（365）盈警預告，截至今年 6 月底止，中期錄得綜合虧損淨額 7743.7
萬元，去年同期盈利 6014.3 萬元。由盈轉虧主要是股市波動令金融投資分部錄得浮動虧損
約 7615.7 萬元。冠捷科技（903）中期業績，截至 6 月底止，中期虧損 1034.2 萬元，去年
同期盈利 25.4 萬元，不派中期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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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財政狀況及特別需求。閣下須就個別投資作出獨立評估，於作出任何投資或訂立任何交易前，閣下須就本報告所述任何證券諮詢獨立財務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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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及／或其附屬公司或聯屬公司須遵守該司法權區之任何註冊或申領牌照規定的有關司法權區的公民或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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