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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晨訊 
2016 年 7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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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82 +0.97% 585.3億元 

國指 9023 +0.38% 92.9億元 

上證 3036 -0.23% 1872.1億元 

恒期指 結算價 未平倉 變化 

即月 21890 108099 +4217 

下月 21846 

 

7289 +1585 

 半日 全日 

沽空 20.81億元 57.93億元 

今日大市 

港股昨日繼續走強，主要是藍籌股帶動。 受美國多家公司業績好於預期

推動，美股週三再次收高，科技股領漲。道指連續第七個交易日創歷史新

高，標普500指數也刷新了歷史高點。原油期貨止跌轉漲。風險偏好的提

升十分顯著，垃圾債券大漲，避險資產如國債以及黃金則出現下跌。美股

股市創新高的背後是全球性低利率、上市公司業績良好，公司分紅完全可

以滿足投資者對收益率需求，而且英國脫歐與土耳其政變等黑天鵝事件能

夠讓全球央行繼續實施寬鬆的貨幣政策。反映到港股市場可以發現港股持

續走強主要是香港本地股尤其是地產股，以及幾大指數股，中資藍籌走勢

較弱，落後於大市，這也反映了港股中外資對中資概念依舊不看好，當然

A股市場本身的調整也是原因。而香港本地股的走勢則和海外市場關聯更

大，我們預計港股在全球市場的帶動下有望衝擊22000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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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95 +0.19% 

納指 5089 +1.06% 

標普 2173 +0.43% 

金融100 6728 +0.47% 

德DAX 10142 +1.61% 

法CAC 4379 +1.15% 

日經225 16681 -0.25% 

紐約原油  44.94 +0.65% 

黃金 美元 1315.90 -0.01% 

美元指數 97.16 +0.10% 

個股推薦：中國光大國際（0257.HK) 

中國光大國際為一家以綠色環保和新能源為主業，集項目投資、工程建設、

運營管理、科技研發和設備製造為一體的迅速成長的投資產業集團。其業務

分為環保能源、環保水務及新能源、項目主要包括垃圾發電、沼氣發電、生

物質能發電、太陽能光伏發電、工業固體廢物及危險廢物處理、水環境治理

等。業務分佈在中國江蘇、山東、廣東、安徽、浙江、海南、湖南等省份及

德國。2015年收益為港幣85.3億,元，較去年增長34%； 除利息、稅項、折舊

及攤銷前盈利為港幣37.5億元，較去年增長34%，股東應佔盈利為港幣20.85億

元，較去年增長22%；末期股息每股12.0 港仙。國內一系列環保法出臺，加

快建立系統完整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為環境治理市場帶來了巨大的投資和

發展空間。公司在環保領域，固體廢物處理上領先優勢。目前固體廢物隱性

污染逐漸受重視，行業治理投資啟動，公司是中國乃至亞洲最大的垃圾發電

項目投資運營商，將持續受益行業前景發展。考慮到中國光大國際穩定的管

理團隊及良好的成本控制能力，我們看好企業的未來盈利前景，故給予其持

有評級，目標價12港元，止蝕價7.5元。 

 港通總額 滬通餘額 

餘額 481億元 158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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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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7-20收盤價） 

2016年7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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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舒丹 0973 里昂 沽售 15.40 16.00 

比亞迪 0285 瑞士銀行 中性 5.68 6.00 

中電控股 0002 大摩 中性 81.20 80.00 

粵豐環保 1381 輝立證券 買入 3.55 4.70 

國泰航空 0293 交銀國際 中性 12.30 12.30 

9. FX168財經報社（香港）訊 美國製造業巨頭通用電氣

(32.78, -0.15, -0.45%)（GE）和華為達成一項協定以提高其

生產效率。 

10. 7月20日，人民幣(6.6760, -0.0180, -0.27%)與美元罕見“共

舞”，縱然美元刷新4個月高位，境內外市場人民幣匯率

仍雙雙走高。過去兩日人民幣匯率展現出的頑強姿態，

再加上中間價主動上調的痕跡，無疑鞏固了6.7元作為短

期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關鍵心理位置的地位，而人民幣

短期將固守於6.7元附近的觀點也變得更加流行。 

11. 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在博文中表示，“英國脫歐後我

們如何繼續與歐盟監管機構跟進出現了新的不確定

性”。他說，港交所將等待英國和歐盟監管機構的政策

進一步明朗，再進一步推進倫港通專案。  

1. 北京時間21日 受微軟(55.91, 2.82, 5.31%)與摩根士丹利等

多家公司業績好於預期推動，美股週三再次收高，科技

股領漲。道指連續第七個交易日創歷史新高，標普500指

數也刷新了歷史高點。 

2. 倫敦股市《金融時報》100種股票平均價格指數20日報收

於6728.99點，比前一交易日上漲31.62點，漲幅為

0.47%。歐洲三大股指當天均以上漲報收。 

3. 倫敦股市《金融時報》100種股票平均價格指數20日報收

於6728.99點，比前一交易日上漲31.62點，漲幅為

0.47%。歐洲三大股指當天均以上漲報收。 

4. 紐約商品交易所黃金期貨市場交投最活躍的8月黃金期價

20日比前一交易日下跌13美元，收於每盎司1319.3美元，

跌幅為0.98%。 

5. 美聯儲將於北京時間下週四（7月28日）02：00公佈最新

的利率決議，本週二（7月19日）起進入政策“噤聲

期”，這意味著所有官員均不會在公共場合就政策前景

發表看法。素有美聯儲通訊社之稱的《華爾街日報》資

深記者Jon Hilsenrath稱，從美聯儲官員之前的表態來看，

幾乎可以確定7月將維持利率不變。但市場正開始大幅增

加對美聯儲年內加息的押注。 

6. 北京時間21日 彭博報導，法巴銀行的Paul Mortimer-Lee等

經濟學家在一份報告中寫道，目前預計年內美聯儲加息

一次，最早於9月加息的可能性不低。此前，該機構稱，

由於金融和貨幣環境放鬆，上調美國GDP增速預估。 

7. FX168財經報社（香港）訊 週三（7月20日），英國統計

局（ONS）公佈的資料顯示，在5月份前的三個月中，失

業率降至4.9%，為自2005年10月以來的最低水準，同時

也低於此前預期的5%。 

8. 北京時間20晚彭博稱，標普將土耳其主權評級從BB+級

下調至BB級；評級展望從穩定下調至負面。對此，土耳

其總統顧問Gedikli表示：“標準普爾的降級是“沒有邏

輯的”，標普下調土耳其主權信用評級行動是土耳其評

級上的“黑點”。  

http://vip.stock.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org=45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org=60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org=45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org=62
http://stock.finance.sina.com.cn/usstock/quotes/GE.html
http://biz.finance.sina.com.cn/forex/quote.php?code=USDCNY&img_type=min
http://biz.finance.sina.com.cn/forex/quote.php?code=USDCNY&img_type=min
http://stock.finance.sina.com.cn/usstock/quotes/MSF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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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利指標 

2016年7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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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計局：上半年核心CPI同比增長1.5% 

國家統計局稱，扣除受供給衝擊影響較大的食品和能源

價格後，核心CPI漲幅更加平穩。上半年，核心CPI同比

上漲1.5%，與一季度基本持平。 

上半年，居民消費價格同比上漲2.1%，其中一、二季度

均上漲2.1%，從月度看同比漲幅一直保持在1.8%至2.3%

區間內。同時，就業也保持基本穩定。上半年，城鎮新

增就業717萬人，完成全年預期目標的71.7%；全國城鎮

調查失業率穩定在5.2%左右，其中31個大城市城鎮調查

失業率穩定在5%左右，5月、6月這兩個指標均有所回

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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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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778 -0.28% 

港元/人民幣 0.8632 % 

美元/日元 107.20 +0.29% 

美元/瑞郎 0.9873 0.00% 

歐元/美元  1.1011 -0.04% 

英鎊/美元 1.3234 +0.20% 

澳元/美元 0.7474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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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7 -1.67% -3.92% -9.74% -35.93% -11.37% 

恒指恐慌指數 18.89 -2.28%  -3.72% -22.04%  

2016年7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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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