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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推介：
中鐵建（1186）:受惠中國貿易增長放緩，考慮到維持經濟增長，未來基建投資有望加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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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走勢上，股價從去年八月開展升勢，最近稍回至 100 天線，可在 10.5 – 10.8 月水平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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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短期上望前頂 11.5 元，止蝕價 9.8 元。
中興通訊（763）:在 5G 股強勢之下，可望追落後。或於 16.5 元水平留意，上望 17.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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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蝕價 16.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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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介版塊：

每日觀察名單

正通汽車（1728）:中國商務部市場運行司副司長王斌表示，2019 年將出台更多促消費措

公司

原因

華潤置地（1109）

高管變動

復星醫藥（2196）

新藥獲准臨床

施，消費將繼續成為經濟重要動力，汽車股上日在成交及消息後向上，當中可留意追落後的
正通汽車（1728），在 4 元大關作止蝕下，可在現價留意跟注，預計可升至 4.6 元。

試驗
興勝創建（896）

預期分拆上市

國際資源（1051）

盈喜預告

宇華教育（6169）

收購資產

Mega Expo（1360）

盈警

利福國際（1212）

盈警

龍源電力（916）

營運數據

（1051）、宇華教育（6169）。

遠洋集團（3377）

營運數據

華電福新（816）

營運數據

利淡消息：Mega Expo（1360）、利福國際（1212）。

世茂房地產（813）

營運數據

今天有利好/淡消息的公司：
利好消息：華潤置地（1109）、復星醫藥（2196）、興勝創建（896）、國際資源

其中可留意的股份：復星醫藥、宇華教育。

數據速覽
昨天恆指

28,171

變動/%

其中應特別避免的股份：利福國際。

27/0.1%

昨天國企指數

11,044

變動/%

27/0.3%

大市成交（億港元）

960.0

沽空金額（億港元）

109.4

佔大市成交比率

11.4%

上證指數

2,671

變動/%

18/0.7%

昨晚道指

25,426

變動/%

373/1.5%

金價（美元/安士）

1,311

變動/%

4/0.3%

油價（美元/桶）

53.6

變動/%

1.2/2.3%

美國 10 年債息（%）

2.70

變動（點子）

+2Bps

人民幣兌換參考價格
賣出

買入

1.16840

1.15020

巿場展望及評論：
[落後股份帶領兩連升、仍未介回吐時候] 我們看輕了大市的強勢，指數昨日先見低後見高，
再創近期盤中及收市新高，微漲 27 點，成交亦喜見增加至近期高 960 億，留意短線阻力
250 天線 28,351 及支持 10 天線 27,905 已收窄至四百多點；恒指仍由早前落後大市的指數
股帶領，強勢股如領展房產基金（823）、交通銀行（3328）及友邦（1299）則要跑輸，
後者更跌近 2%；昨日走勢亮麗而落後大市的指數股有中國生物製藥（1177）及石藥集團
（1093），回補淡倉的購買壓力將可帶領股價短線再升，前者的走勢較強，目標看 7.8-8.0
元，石藥以 15 元為止賺位；香港交易所 （388）上日配合成交迎來大陽燭，以 240 元大關
作止蝕下，可留意跟注；另一落後股吉利汽車 （175）上日一度企穩及升穿一百天線，相信
可以挑戰 15 元，止蝕價 13.4 元；中國海洋石油（883）亦趕上，突破近期高位 13.28 元才
追入較佳。
市場憧憬中美貿易戰能達成協議，昨晚美股大升 1.3-1.5%，杜指扭轉四連跌走勢，最多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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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6 點；ADR 指數則回跌 17 點站穩 28,150，ADR 股價榮辱互見，上落多在 0.5%以下，長
和實業（1）續跌 0.8%、中國石油化工（386）表現最佳升 0.6%；熊證昨日再有 546 張街
貨被強制回收，街貨亦跌約 250 張，牛證街貨卻增 151 張，牛熊證街貨再跌至偏低的
0.74，繼續留意牛/熊證重貨區 27,642/28,228 區域。
MSCI 中國指數在上日有換馬情況，而新經濟股因應炒上，閱文集團 （772） 近一個星期一
度企穩及升穿 40 元橫行區上限，期望可升至 45 元，止蝕價 38 元；我們早前提及的周大福
（1929）走勢仍然凌厲，可在 7.0 元再留意，留意能否有力上望 7.5 元，萬一下跌穿至 6.8
元以下，可先行獲利；中國商務部市場運行司副司長王斌表示，2019 年將出台更多促消費
措施，消費將繼續成為經濟重要動力，消息令汽車股彈起，廣汽集團 （2238）走勢較同行
強勢，可在 8.5 元支持位附近留意；中國銀河 （6881）近日有成交配合下走勢向好。相信 4
元能提供短期支持，可考慮 4.1 元吸納，上望 4.6 元；金斯瑞生物科技 （1548）上日在
12.5 元企穩後向上，如在該位置再企穩，可再挑戰 15 元；玖龍紙業 （2689）經過近 9 個
月的回吐，相信沽壓力量已較謹慎，以 7.7 元作止損前提下，留意能否有力上望 9 元。

利好/淡消息
利好消息方面：華潤置地（1109）高管變動：唐勇獲委任為董事會主席及提名委員會主席，
以及不再擔任首席執行官，即日起生效。同時，吳向東因個人職業發展規劃，辭任該公司執
行董事、提名委員會主席、企業管治委員會成員、執行委員會成員及香港授權代表。吳秉琪
獲委任為執行董事及執行委員會成員。李欣獲委任為企業管治委員會成員及香港授權代表。
復星醫藥（2196）新藥獲准臨床試驗：控股子公司復宏漢霖及漢霖製藥，收到國家藥品監督
管理局批准，同意用於胃癌和乳腺癌治療的新藥 HLX22 單抗注射液進行臨床試驗，兩子公
司擬於近期條件具備後，開展該新藥的臨床一期試驗。興勝創建（896）預期分拆上市：預
期 2 月 22 日向董事會提交決議案，有關審議建議分拆美亨實業於聯交所主板獨立上市。該
公司將向合資格股東實物分派所持美亨全部已發行股本。美亨實業為分包商，主要從事外牆
及幕牆系統（以幕牆及鋁門窗為主）的設計、供應及安裝。國際資源（1051）盈喜預告：預
期截至去年底止，全年純利將增加超過 45%，2017 年盈利為 3124.9 萬美元。該公司指
出，純利增加主要是金融資產公平值大幅淨增加所致。宇華教育（6169）收購資產：以總代
價約 2787 萬美元，收購 Thai Education 約 92.875%股份，以及其附屬約 7.125%股份。
Thai Education 及其附屬的主要資產為泰國斯坦福國際大學，後者於曼谷及華欣提供國際及
泰國本科和研究生學位課程，學生逾 4000 名。
利淡消息方面：Mega Expo（1360）盈警：預期截至去年 12 月底止，6 個月將錄得虧損淨
額，而 2017 年同期則錄得盈利 4510 萬元。利福國際（1212）盈警：預期截至去年底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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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盈利按年減少 53%，2017 年同期盈利 32.99 億元。
營運數據方面：龍源電力（916）1 月完成發電量 449.53 萬兆瓦時，按年減少 9.04%。其
中，風電減少 8.64%，火電減少 10.67%，其他可再生能源發電量減少 8.55%。屬利淡。
遠洋集團（3377）1 月協議銷售額約 50.5 億元（人民幣），按年增長 43.47%。期內，協議
銷售樓面面積約 23.29 萬平方米，按年上升 32.33%；每平方米售價 2.17 萬元，升 8.5%。
屬利好。華電福新（816）1 月完成總發電量 370.79 萬兆瓦時，按年跌 9.8%。其中，水電
發電量跌 21.8%，煤電發電量下降 13.1%，風電發電量跌 9.6%，太陽能發電量增加 3.3%，
天然氣（分布式）發電量增加 51.7%，其他清潔能源發電量下跌 25.9%。屬利淡。世茂房地
產（813）1 月合約銷售額約 115.15 億元（人民幣），按年增長 14.92%。期內，合約銷售
面積 68.53 萬平方米，按年升 16.83%。1 月平均銷售價格為每平方米 1.68 萬元。

大市回顧：
投資者關注中美貿易談判進展及美國政府再次關門的風險，上日恒指升 27 點（0.1%），報
28,171 點。國企指數漲 27 點（0.3%），報 11,044 點。大市成交金額約 960 億元。上證指
數收報 2,671 點，升 18 點（0.7%）。深成指收報 8,010 點，揚 91 點（1.2%）。兩市成交
金額合計約 3,652 億元。
藍籌股方面，騰訊（700）回 0.2%；友邦（1299）跌 1.9%；港交所（388）揚 4.2%；建
行（939）下跌 0.1%；中國平安（2318）報升 0.1%。新光伏股上日整固後發力，保利協鑫
（3800）飆 8.0%；協鑫新能源（451）升 3.1%；陽光能源（757）揚 5.8%；信義光能
（968）報升 1.5%。
異動股方面，路勁基建（1098）發盈喜:預計去年全年綜合溢利淨額將按年增加至少 45%，
主因是期內交付的物業平均售價及面積皆增加所致，股價升 4.6%。港股昨日上升股份數為
867，下跌股份數為 773。整體市況企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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