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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聯通（762）: 中國聯通上日企穩，可在橫行區 8.6 至 8.7 元附近再留意，博升穿 8.84

黃景成

元橫行上限，目標位 9.0 元，止蝕位 8.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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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他奶（345）：維他奶業務平穩增長，受中美貿戰影響較少，股價連續 5 天陽燭，昨天創

gary.wong@sinopac.com

新高，成交配合，升勢強勁，可於現價考慮，上望 32 元，止蝕價 2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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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介版塊：
中信銀行（998）:內銀股經調整後靠穩，可留意中信銀行（998）。近來在 4.75 元 - 5.0 元

黃淼雲

橫行區間徘徊，但又幅度收窄的趨勢，如果往上突破 5.1 元，建議跟注，短期目標位 5.375

研究員

元。

james.wong@sinopac.com

每日觀察名單

今天有利好/淡消息的公司：

公司

原因

中國燃氣（384）

業績

IDG 能源投資（650）

業績

（2196）、睿見教育（6068）、宇華教育（6169）、創維數碼（751）。

新世界發展（17）

收購資產

復星醫藥（2196）

業務拓展

利淡消息：中國華融（2799）、東英金融（1140）、聯想控股（3396）、漢國置業

睿見教育（6068）

業績

宇華教育（6169）

業績

創維數碼（751）

業績

中國華融（2799）

高管辭任

其中可留意的股份：中國燃氣（384）、睿見教育（6068）、宇華教育（6169）。

東英金融（1140）

業績

其中應特別避免的股份：漢國置業（160）、遠東發展（35）。

聯想控股（3396）

債務融資

漢國置業（160）

業績

遠東發展（35）

業績

長和（1）

營運數據

利好消息：中國燃氣（384）、IDG 能源投資（650）、新世界發展（17）、復星醫藥

（160）、遠東發展（35）。

巿場展望及評論：
[短線升勢應未完，仍以 11 月高作目標] 在騰訊控股（700）的帶領下港股昨日先低後高，亦

數據速覽
昨天恆指
變動/%
昨天國企指數
變動/%

26,334
-44/-0.2%
10,515
-6/-0.06%

大市成交（億港元）

784

沽空金額（億港元）

109

佔大市成交比率

14.0%

上證指數

2,575

變動/%
昨晚道指
變動/%
金價（美元/安士）
變動/%
油價（美元/桶）
變動/%
美國 10 年債息（%）
變動（點子）

-1/-0.04%
24,749
108/0.4%
1,214
-12/-1%
51.9
0.3/0.5%
3.06
±0bps

可以解釋為完成了即市調整，大市成交稍增但仍在 800 億以下，指數連續兩天企穩在 50 天
線之上，稍後時間當 10 天及 20 天線向上升穿 50 天線，進一步確認大市可以重拾升軌，仍
以本月七日高位 26,531 作下一個目標；留意本月 2 日以來恒指從未收低於 20 天線，屬強
勢；匯豐控股（5）昨盤中曾破 10 月 10 日以來的新高，以九月底密集區$68-69.4 為短線升
浪目標；銀河娛樂（27）繼續反彈兼創近月新高，要看 50 元能否站穩；康師傅（322）績
差大挫，短線或有技術性反彈但仍有下跌空間；中國旺旺（151）亦跑輸，兩者未宜撈底；
手機孖寶瑞聲科技（2018）及舜宇光學（2382）並無受特朗普可能對蘋果公司徵稅的消息
影響大跌，代表這兩股的淡友已加緊步伐平淡倉；隔晚美股報升，恒指夜市期貨、ADR 指
數及場外期貨皆預料今早大市將稍高開； ADR 中以中國海洋石油（ 883）及中國聯通
（762）升逾 1%最佳；牛熊證重街貨區域已收窄至近 400 點，炒家已急不及待單邊市的出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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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兌換參考價格
賣出

買入

1.13490

1.11620

2018 年 11 月 28 日
金源米業（677）積極發展越南項目，其下有 300 家越南 Circle K 並與順豐控股（SZ：
002352）旗下順豐投資於越南組建合營公司，提供物流及倉儲管理解決方案。在技術走勢
上，連續 4 天陽燭突破橫行區，若能於 0.5 元整固，有望上試 0.57 元；中國通信服務
（552）屬 5G 概念中強勢股，上週衝擊 7 元大關後，稍回至 6.5 元見承接力，如果可以能
回升至 6.9 元水平，短期可上望 7.3 元；百濟神州（6160）自公佈旗下藥物 pamiparib 臨
床數據後，有重拾升勢的跡象，守得住 81.5 元的話，可上望 95 元，但宜炒不宜揸；港華燃
氣（1083）受惠市場預期内地天然氣需求強勁，連續 4 天陽燭上穿 6.0 元，若站穩 6.0 元，
有望至 6.66 元位置；中國天然氣（931）技術走勢強，連續 6 天陽燭往上突破，可考慮在
1.45 元左右整固後吸納，短期可上望 1.53，但宜炒不宜揸；新濠國際發展（200）濠賭股低
位反彈，新濠有追望落後，可在 14.7 留意，短期可上望 12.6 元；中興通訊（763）受惠 5G
概念，股價走勢逐步抬升，若上穿 16.4 元短期阻力，可進一步望 17.4 元。
利好/淡消息
利好消息方面：中國燃氣（384）業績：截至 9 月底止中期業績，股東應佔溢利 42.26 億
元，按年增長 24.46%，每股盈利 84.42 仙，派中期息 8 仙。期內，收入 288.77 億元，按
年增長 38.33%。IDG 能源投資（650）業績：截至 9 月底止，中期盈利 7484.2 萬元，每股
盈利 1.23 仙，不派中期息。去年同期則虧損 2463.7 萬元，每股虧損 1 仙。新世界發展
（17）收購資產：以總代價 47.81 億元（人民幣），向廣州地鐵集團收購廣州耀勝房地產
65%股權及股東貸款。廣州耀勝主要從事房地產開發及經營，於今年 4 月時投得廣州漢溪長
隆地鐵站上蓋項目。該地塊上的發展項目總用地面積為 7.09 萬平方米，可建設用地面積為
5.8 萬平方米，將包含總建築面積為 29.01 萬平方米的綜合商住項目。復星醫藥（2196）業
務拓展：控股子公司重慶藥友將投資不超過 10 億元人民幣，在湖南省常德經濟技術開發
區，建設「原料藥國際化產業基地」一期項目。項目計劃用地面積約 500 畝，將成為重慶藥
友的原料藥生產基地，亦可為集團及外部製劑生產企業提供原料藥供應。睿見教育（6068）
業績：截至今年 8 月底止，全年盈利 3.1 億元（人民幣），按年上升 55.01%，每股盈利 15
分，派末期息 3.6 分。期內，收入 12.47 億元，增長 27.35%。宇華教育（6169）業績：截
至今年 8 月底止，全年盈利 5.31 億元（人民幣），按年增長 69.16%，每股盈利 17 分，派
末期息 6.4 港仙。期內，收入 11.95 億元，上升 41.23%。創維數碼（751）業績：至 9 月
底止，中期盈利 2.5 億元，每股盈利 8.25 仙，不派中期息。去年同期則虧損 1.92 億元，每
股虧損 6.38 仙。期內，總營業額 222.52 億元，按年增 3.55%。
利淡消息方面：中國華融（2799）高管辭任：王利華因工作變動，辭任公司執行董事、副總
裁、董事會戰略發展委員會委員，以及風險管理委員會委員職務。另外，熊丘谷及楊國兵亦
因工作變動，分別辭任公司副總裁，以及總裁助理職務。以上變動即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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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英金融（1140）業績：截至 9 月底止，中期虧損 3495.7 萬元，每股虧損 1.19 仙，不派
中期息。去年同期則為盈利 1.31 億元，每股盈利 6.92 仙。期內，營業額 12.92 億元，按年
上升 27.6 倍。聯想控股（3396）債務融資：將於本月 29 日至下月 3 日，向合格投資者發
行總規模不超過 15 億元（人民幣）的 2018 年公司債券（第三期）；其中基礎發行規模為 5
億元，擬超額配售不超過 10 億元。該期債券的票面金額及發行價格為面值 100 元，按面值
平價發行，基礎期限為 3 年，3 年期屆滿前投資者及該公司可雙向選擇是否續借兩年。漢國
置業（160）業績：截至 9 月底止，中期盈利 5.76 億元，按年下跌 76.97%，每股盈利 80
仙，不派中期息。期內，收入 11.84 億元，按年升 22.33%。遠東發展（35）業績：截至今
年 9 月底止，6 個月盈利 6.16 億元，按年減少 40.35%，每股盈利 26.8 仙，派中期息 4
仙。期內，收益 29.65 億元，上升 6.82%。
營運數據方面：長和（1）旗下意大利流動電訊商 Wind Tre 今年 9 個月業績，期內收益總
額 41.03 億元（歐羅），經調整後，長和攤佔的收益總額為 20.55 億元。

大市回顧：
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預料華府將按原定計劃，由明年 1 月 1 日起，將早前已實施的對華入
口貨物所徵所的關稅率，由原本的 10%提升至 25%。恒指收報 26,334 點，跌 44 點
（0.2%）。國企指數跌 6 點（0.06%），報 10,515 點。大市成交金額約 784 億。内地股
市，滬指收報 2,575 點，微跌 1 點（0.04%）。深成指收報 7,635 點，微升 19 點
（0.2%）。兩個市場成交金額合計約 2,510 億元。藍籌股方面：騰訊（700）最新升
1.9%；友邦（1299）下跌 0.8%；滙控（5）上 0.4%；港交所（388）報跌 0.5%；中國旺
旺（151）挫 1.6%；萬洲（288）跌 0.8%；華潤置地（1109）升 0.7%。
市場憧憬主要產油國將於下月初達成減產協議，紐約 1 月期油收市單日升 2.4%，是 10 月 1
日以來最大單日升幅，布蘭特 1 月期油升 2.9%。航空股全線下跌，東方航空（670）落
2.6%；南方航空（1055）挫 2.2%；國航（753）回 1.7%；國泰（293）下跌 0.9%；出租
客機的中銀航空租賃（2588）下 3.2%。
異動股方面，藍鼎國際（582）公布，仰智慧已於昨日恢復履行其董事會主席及執行董事的
職務。仰智慧解釋，在缺勤期間，其一直在協助中國有關部門的調查工作。股價高見 3.97
元，升 24.5%。港股昨天上升股份數為 762，下跌股份數為 973。整體市況偏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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