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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潤置地（1109）：基本面較優，股價見 50 天線有承接力。可以在 30.5 元水平留意，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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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上望 32.5 元，29.0 元止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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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他奶（345）：股價回落至 50 天線水平，早前超買情況得到舒緩。可以在 30.5 – 30.8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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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留意，上望 32.5 元，29.3 元止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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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海外發展（688）：國家統計局發布《2018 年全年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和銷售情況》，
顯示上年全國商品房銷售額 149973 億元，比 2017 年增長 12.2%，加上近期人民幣走強，

每日觀察名單
公司

原因

數碼通（315）

業績

民生銀行（1988）

業績

神州控股（861）

盈喜

新華保險（1336）

盈喜

中煤能源（1898）

盈喜

白雲山（874）

盈喜

濰柴動力（2338）

盈喜

江西銅業股份（358）

盈喜

洛陽鉬業（3993）

盈喜

國泰君安（2611）

業績

（1336） 、中煤能源（1898）、白雲山（874） 、濰柴動力（2338）、 江西銅業股份

龍記集團（255）

盈警

洛陽玻璃（1108）

盈警

（358）、洛陽鉬業（3993）。

中州證券（1375）

盈警

利淡消息：國泰君安（2611） 、龍記集團（255） 、洛陽玻璃（1108） 、中州證券

周黑鴨（1458）

盈警

中遠海控（1919）

盈警

（1375） 、周黑鴨（1458） 、中遠海控（1919）、 中國神華（1088）。

中國神華（1088）

盈警

以及內地市場利率下行，均對內房股有利。當中中海外（688）2018 年的累計合約銷售額為
3012.4 億港元，較 2017 年升 29.8%，表現理想，唯升幅已過多，預計短線可在 28 元尋找
支持，預計可再破頂，下試 27.5 元止蝕。

今天有利好/淡消息的公司：
利好消息：數碼通（315） 、民生銀行（1988） 、神州控股（861） 、新華保險

其中可留意的股份：神州控股、新華保險、洛陽鉬業。
其中應特別避免的股份：國泰君安、周黑鴨 、中遠海控。

數據速覽
昨天恆指

27,643

變動/%

111/0.4%

昨天國企指數
變動/%

10,897
30/0.3%

大市成交（億港元）

948

沽空金額（億港元）

137

佔大市成交比率
上證指數
變動/%

2,576

標，仍以快速拉升的 10 天線（27,250）作好倉的第一度防線；留意市場將聚焦即將開始的

435/1.8%

金價（美元/安士）
變動/%

1,319
11/0.9%

油價（美元/桶）
變動/%

54.6
1.3/2.4%

美國 10 年債息（%）
變動（點子）
人民幣兌換參考價格

高，收市創去年 10 月初收市新高；大市在高位拒絕下跌，而成交亦維持在活躍的 947 億
（較周二升 3%），短線仍有力再探 28,000 大關，現位於 28,483 點的 250 天線則為下一目

25,015

變動/%

[恒指短線有力試 28,148] 恒指前日低開高收稍回吐後，昨日在一月期貨最後交易日先低後

14.4%
-17/0.7%

昨晚道指

巿場展望及評論：

2.67
-1bps

中美貿易會談，加上大市累積升幅不小，應市宜審慎；內房成為昨日最搶眼的板塊，三檔藍
籌位列指數股三甲升 2.7-4.9%不等；當中以中國海外發展（688）最強勢，碧桂園
（2007）最落後，國企中仍以華潤置地（1109）為追落後之選，亦可以留意估值吸引的保
利置業集團（119），市盈率約 4 倍，周息率約 5%，股價在低位整固，昨日上穿短期阻力
2.625 元，預期後續走勢較強，上看 2.85 元，跌穿 2.5 元止損；此外，龍湖集團（960）月
中受到折讓配售消息利淡，股價一度回落至 50 天線上。昨日迎來大陽燭收復失地，或能重
拾升勢。上望 25.2 元，23.0 元止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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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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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 月 31 日
隔晚美國議息維持不變，加息預期降溫兼受個別大企業績佳刺激，美股大升 1.6-2.2%，
ADR 指數升 240 點至近 27,880 點，今早的場外期貨再升 330 點挑戰 27,980 點，ADR 股
價除長和實業（1）及中國移動（941）外普遍報升，友邦保險（1299）、中銀香港
（2388）齊升 1.4%，騰訊控股（700）更升 1.7%；熊證昨日有小型殺倉，街貨則大升
1,000 張，配合外圍走勢，今天仍有挾淡倉的誘因，有力試 28,148 牛證重貨區。
海信家電（921）已到達我們昨日提及到的短期目標價 8.2 元，短期看仍有上升動力，下關
挑戰 8.5 元；中船防務（317）相信在去年年末已出現 5.0 元的底部，本週突破阻力 100 天
線，預料升勢持續。短期看 6.6 元，5.8 元止蝕；中海石油化學（3983）預告盈喜，料
2018 年純利增幅約 26 倍。走勢上，昨日上穿並企穩 50 天線，一度上試 100 天線，短期有
望挑戰前頂 2.875 元，宜 2.55 元止損；；中國石油化工股份（386）在石油股中估值較吸
引，可以在 6.5 元水平留意，上望 6.9 元，跌穿 6.25 元止蝕；保利協鑫能源（3800）受惠
光伏股提價，預期盈利能力將得到改善。走勢上，短期見企穩 100 天線，下關挑戰 0.6 元；
中國智能集團（395）股價早前徘徊在 0.625 – 0.75 的橫行區間中，昨日迎來大陽燭突破，
可以小注投機。上望 0.95 元，止蝕價 0.8 元，宜炒不宜揸。
利好/淡消息：
利好消息方面：數碼通（315） 業績:截至去年底止中期業績，股東應佔溢利 3.32 億元，按
年增長 1.31%，中期息維持派 18 仙，溢利則下跌 1%至 3.25 億元，收入 51.87 億元，按年
增加 26.27%。民生銀行（1988） 業績:截至 12 月底止全年盈利 503.27 億元（人民幣），
按年增長 1.03%，期內營業收入 1567.67 億元，按年上升 8.65%。神州控股（861）盈喜:
預期截至去年底止全年股東應佔利潤約 1 至 2 億元，2017 年度同期虧損 4.13 億元，主因整
體業務營運表現改善及成本效率提高。新華保險（1336） 盈喜:預料截至去年底止全年股東
應佔溢利按年增加 26.92 億元（人民幣）或 50%左右，2017 年度同期盈利 53.83 億元，主
因傳統險準備金折現率假設變更的影響。中煤能源（1898） 盈喜:預期截至去年底止，年度
盈利將按年增長約 26.1%至 37.5%，2017 年盈利 34.9 億元人民幣，主因資產運營效率和經
營品質明顯提升。白雲山（874） 盈喜:預期截至去年底止，全年淨利潤約 32.5 億至 39 億
元（人民幣），按年增長 57.64%至 89.17%，2017 年同期盈利 20.62 億元，主因為期內收
購廣州醫藥 30%股權後，錄得公允價值與其賬面價值差額。濰柴動力（2338） 盈喜:預期截
至去年底止，全年淨利潤按年增加約 10%至 30%，2017 年同期盈利 68.08 億元人民幣，主
因產品銷量按年增長。江西銅業股份（358） 盈喜:預期截至去年底止，全年盈利按年增加約
49.94%，2017 年同期盈利為 16.06 億元人民幣，主因主產品量價上漲，及投資收益增加。
洛陽鉬業（3993） 盈喜:預期截至去年底止，全年淨利潤按年增加 65.7%至 78.9%，達 45.2
億至 48.8 億元（人民幣），2017 年同期盈利 27.28 億元，主因期內主要金屬產品鉬、鎢、
磷、鈷、鈮和銅市場價格按年上漲，令盈利能力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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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淡消息方面：國泰君安（2611） 業績:截至 12 月底止，全年盈利 67.09 億元（人民
幣），按年下跌 32.11%，期內營業收入 227.11 億元，按年減少 4.59%。龍記集團（255）
盈警:預期截至去年底止，全年盈利按年下跌約四成，2017 年同期盈利 2.78 億元，主因期內
欠缺 2017 年度錄得的 5600 萬元一次性收益，及中美貿易戰加劇，因此收入及毛利率於
2018 年下半年受到嚴重影響。洛陽玻璃（1108） 盈警:預期去年盈利按年下跌 10%至
39%，2017 年盈利 2057 萬元人民幣，主因政府補助按年減少及受「531 光伏新政」的影
響，光伏玻璃市場售價下降。中州證券（1375） 盈警:預期截至去年底止，全年盈利按年下
跌 81%至 86%，2017 年同期盈利 4.42 億元人民幣，主因權益性自營和經紀業務等業務收
入，按年出現下滑。周黑鴨（1458） 盈警:預期截至去年底止，全年盈利按年跌約 30%，
2017 年同期盈利 7.62 億元人民幣，主因原材料成本上升、經營利潤率下跌。中遠海控
（1919） 盈警:預期截至去年底止，全年盈利按年下跌約 55%，2017 年同期盈利 26.62 億
元人民幣，主因去年國際油價大幅上漲，船舶燃油成本上升，經營業績按年下降。中國神華
（1088） 盈警:預期截至去年底止，全年盈利約 445 億元（人民幣），按年下跌約 6.9%，
2017 年同期盈利 477.95 億元，主因自產煤單位生產成本上升。

大市回顧：
美股週二個別發展，工業股及油股反彈，道指靠穩升 51 點，報 24,579；標指及納指則低
收。離岸人民幣早上漲 0.22%，報 6.73，刷新去年 7 月以來新高。恒指昨日一度倒跌，收
升 111 點（.4%），報 27,643 點。國企指數漲 30 點（.3%），報 10,897 點。大市成交金
額約 948 億元。內地股市，滬指收報 2,576 點，跌 17 點（.7%）。深成指收報 7,470 點，
跌 81 點（1.1%）。兩市成交金額合計約 2,373 億元。
藍籌股方面，騰訊（700）升 0.5%；友邦（1299）上升 0.3%；港交所（388）下跌
0.3%；建行（939）漲 0.3%；中國平安（2318）報升 0.6%。市場資金趨向避險，現貨黃
金突破 1,313 美元，創 8 個月新高，金礦股普遍造好。招金礦業（1818）升 1.6%；山東黃
金（1787）漲 0.2%；中國黃金國際（2099）揚 1.9%；紫金礦業（2899）上升 0.7%。
異動股方面，中國人壽（2628）發盈警料虧損擴大，預期截至去年 12 月底止全年，淨利潤
按年下跌約 50%至 70%，股價一度挫愈 6.0%，收跌 2.0%，下穿 10 天線。港股昨日上升股
份數為 777，下跌股份數為 778。整體市況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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