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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晨訊 
2016 年 7 月 19 日 

 勝利證券研究部 
分析員：王沖 電話：(852)25252437  電郵:wangchong@victorysec.com.hk 

 上一個交易日市場統計 

指數 收市 變化 成交量 

恒指 21803 +0.66% 555.4億元 

國指 9090 +0.46% 102.4億元 

上證 3043 -0.35% 2066.7億元 

恒期指 結算價 未平倉 變化 

即月 21760 104623 +2438 

下月 21718 5220 +929 

 半日 全日 

沽空 22.29億元 63.15億元 

今日大市 

港股昨日尾盤收高，近期勢頭強勁。美股昨日繼續創出歷史新高，有望帶

動港股進一步走強，22000點短期或有機會。土耳其事件解決也解除了地

緣政治危機，內地經濟始終不好不壞，A股似乎缺乏進一步走高的動力。

市場波段操作的思維嚴重，策略上，我們建議投資者仍可持股，但由於

22000點可能一次難以突破，因此建議投資者在市場超買以後應該逢高減

持，策略上可繼續關注中資金融和資源類股票。 

 

     其他市場資料 

資料來源：萬點資訊、香港交易-所 

報告下載地址： 

http://www.victorysec.com.hk/ 

數據 收市 變化 

道指 18533 +0.09% 

納指 5050 +0.52% 

標普 2166 +0.24% 

金融100 6695 +0.39% 

德DAX 10063 -0.04% 

法CAC 4357 -0.34% 

日經225 16497 +0.68% 

紐約原油  45.24 -1.55% 

黃金 美元 1328.80 -0.00% 

美元指數 96.56 -0.14% 

個股推薦：蒙牛乳業(2319.HK) 

蒙牛乳業於中國生產及銷售優質乳製品,憑藉其主要品牌蒙牛，集團已成

為中國領先的乳製品生產商之一。蒙牛乳業提供多元化的產品，包括液體

奶(如UHT奶、乳飲料及優酪乳)、霜淇淋及其他乳製品(如奶粉)。15年蒙

牛乳業乳製品的年生產能力達868萬噸,15年公司液態奶市場份額每一, UHT

第二.蒙牛乳業銷售好轉,市場份額持續領先;蒙牛自有高端新產品,新西蘭原

罐新品開始銷售,新收購的達能多美滋產品結構調整有望提升企業的毛利

率.此外公司16年4月實行的 12.42每股,1.5億股股權激勵有望成為未來業績

的催化劑.加之公司目前估值處於低位,故我們給予其持有評級,目標價18港

元,止蝕價12港元。 

 港通總額 滬通餘額 

餘額 482億元 1589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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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市場重要新聞資訊及解讀  

        大行推薦： （截止時間： 2016-7-18 收盤價） 

2016年7月19日 

公司名稱 股票代碼 報告出處 最新評級 當前價格（元） 目標價格（元） 

中國東方航空 0670 瑞士信貸 持有 4.40 5.10 

渣打集團 2888 德意志銀行 賣出 61.500 49.00 

中國石油 0857 花旗集團 賣出 5.50 4.50 

北京控股 0392 高盛 增持 46.40 54.20 

玖龍紙業 2689 瑞士銀行 增持 6.52 8.95 

9. 外交部發言人陸慷18日宣佈，經各方商定，國務院總理

李克強將於7月22日在北京同世界銀行行長金墉、國際貨

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世界貿易組織總幹事阿澤維

多、國際勞工組織總幹事賴德、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秘

書長古裡亞和金融穩定理事會主席卡尼舉行圓桌對話

會，就經濟增長、結構性改革、貿易、金融、發展、就

業等議題進行討論。 

10. 外交部發言人陸慷18日宣佈，經各方商定，國務院總理

李克強將於7月22日在北京同世界銀行行長金墉、國際貨

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世界貿易組織總幹事阿澤維

多、國際勞工組織總幹事賴德、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秘

書長古裡亞和金融穩定理事會主席卡尼舉行圓桌對話

會，就經濟增長、結構性改革、貿易、金融、發展、就

業等議題進行討論。  

1. 美國股市週一收高，科技股領漲，標普500與道指雙雙再
創歷史新高。道指已連續第五個交易日創歷史新高。土
耳其週末未遂政變對市場幾乎沒有影響。土耳其里拉週
一幾乎收復了上週五的全部失地。 

2. 美國WTI原油8月期貨7月18日收跌0.71美元，或1.55%，
報45.24美元/桶。布倫特原油9月期貨週一收跌0.65美元，
或1.37%，報46.96美元/桶。庫欣地區庫存增加加大了市
場對於供應過剩的擔憂，而上周汽油和精煉油庫存的意
外上升仍令投資者感到失望，不過美元漲勢的暫時受阻
還是限制了油價的下行空間。 

3. 週一北京時間下午16：30夜盤開市後，在岸人民幣兌美
元延續早前跌勢，跌破6.70關口，為2010年11月來首次，
最低觸及6.7077，刷新逾五年以來最低水準，這主要緣於
房地產價格漲勢降溫、美元受避險需求提振反彈，及央
行調低中間價等因素的影響。 

4. 北京時間19日彭博報導，美國5月份長期投資組合證券淨
流入411億美元。中國持有美國國債1.24萬億美元，較前
月增加12億美元。 

5. 北京時間19日淩晨，據英國《金融時報》報導，美國已
開始向能源豐富的中東地區出口液化天然氣，標誌著美
國葉岩革命正在顛覆全球資源流向。 

6. 據路透社報導，德拉吉可能在本周請求歐洲各國政府採
取更多提振經濟的措施。市場普遍預計，該央行將在保
持寬鬆立場的同時維持貨幣政策不變。而德拉吉又早已
表示，他預計歐元區增速將會因英國脫歐公投放緩。因
此這進一步助長了外界對於財政刺激措施的猜測。歐洲
央行當前的貨幣刺激政策已經包括負利率和1.7萬億歐元
的資產購買計畫。 

7. 北京時間18日彭博稱，歐洲一些官員希望讓特裡莎-梅知
道，他們的耐心有限。由於這位英國新首相遲遲沒有就
英國脫歐事務展開談判，歐洲大陸的官員們開始考慮祭
出他們稱為“雷霆手段”的行動逼迫梅來到談判桌前：
暫停英國在歐盟機構中的表決權。 

8. 7月18日，《證券日報》記者從央行官方微博獲悉，為保
持銀行體系流動性合理充裕，結合7月下旬MLF到期2185
億元，央行對14家金融機構開展MLF操作共2270億元，
其中3個月530億元、6個月1345億元、1年期395億元，利
率與上期持平，分別為2.75%、2.85%、3.0%。這是今年
央行第九次開展MLF操作，也是7月份進行的第二次操
作。這種釋放中期流動性的方式被稱為變相降准。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symbol=00670
http://biz.finance.sina.com.cn/suggest/lookup_n.php?country=hk&q=00670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org=74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symbol=02888
http://biz.finance.sina.com.cn/suggest/lookup_n.php?country=hk&q=02888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org=33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symbol=00857
http://biz.finance.sina.com.cn/suggest/lookup_n.php?country=hk&q=00857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org=56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symbol=00392
http://biz.finance.sina.com.cn/suggest/lookup_n.php?country=hk&q=00392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org=58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symbol=02689
http://biz.finance.sina.com.cn/suggest/lookup_n.php?country=hk&q=02689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org=60
http://weibo.com/worldbank?zw=finance
http://weibo.com/christinelagarde?zw=finance
http://weibo.com/worldbank?zw=finance
http://weibo.com/christinelagarde?zw=finance
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forex/hq/TRYUSD.shtml
http://finance.sina.com.cn/futures/quotes/CL.shtml
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forex/hq/USDCNY.shtml
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forex/hq/USDCNY.shtml
http://weibo.com/u/3921015143?zw=fin
http://weibo.com/u/3921015143?zw=fin
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forex/hq/EURUSD.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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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利指標 

2016年7月19日 

秦皇島煤價                                                                                                SHIBOR（一周） 

NYMEX原油價格                                                                                       COMEX黃金價格 

恒指行業指數表現                                                                                      港股沽空概覽 

牛熊證街貨分佈                                                                                            勝利點評： 

6月房價漲勢繼續放緩 一線城市漲幅走高 

據國家統計局今日公佈6月70個大中城市，房價漲勢繼續收窄，

環比上漲城市個數繼續減少，漲幅繼續收窄。一線城市漲幅走

高，二、三線城市環比漲幅持續收窄，二線熱門城市中合肥廈

門南京繼續領跑。 

同時，國土部對105個主要城市二季度地價監測顯示，全國地價

平均為3715元/平方米，其中住宅地價5662元/平方米，同比增長

5.73%，環比增幅1.95%；一線城市地價漲勢有所放緩，但就住

宅地價而言，環比增速仍超過3%，處於快速上升狀態，上海的

增速高達6.87%。同比增17.35%。 

二線城市前期樓市的快速上漲對土地市場的拉動效應顯化。廈

門、南京、合肥三市的住宅地價環比增速依次處於全國高值城

市的前三位，同比增速在全國亦處於最高的前十城市之中；其

中廈門環比和同比漲幅分別為12.9%和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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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重要指數一覽 

【免責聲明】：本文之內容僅供參考用，並不構成任何投資的建議。本公司對所提供的財經資料已力求準

確，但對其中全部或部分內容的準確性、完整性或有效性，不承擔任何責任或提供任何形式之保證，如有

錯失遺漏，本公司恕不負責。另請注意證券價格可升可跌，投資者應自行承擔投資風險! 

                                

貨幣 匯率 波動% 

美元/人民幣  6.7045 +0.16% 

港元/人民幣 0.8636 +0.01% 

美元/日元 106.18 +0.02% 

美元/瑞郎 0.9824 0.00% 

歐元/美元  1.1075 0.00% 

英鎊/美元 1.3253 -0.02% 

澳元/美元 0.7580 -0.14% 

三.恐慌指數 

  指數 一日 一年 一周 一月 三個月 

美國恐慌指數VIX 12.44 -1.82% +4.10% -8.12% -35.91% -6.82% 

恒指恐慌指數 19.48 +3.51%  -2.36% -23.10%  

2016年7月19日 

一、匯率市場                                                                                             二、波羅的海散貨數 

三、十年期美債利率指數                                                                            四、美元兌港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