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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晨訊 
2016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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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20 +0.98% 930.3億元 

國指 9654 +0.13% 182.3億元 

上證 3104 -0.17% 2569.7億元 

恒期指 結算價 未平倉 變化 

即月 23055 126533 +4717 

下月 22998 13791 +105 

 半日 全日 

沽空 45.55億元 119.46億元 

今日大市 

港股昨日大幅高開，但午後受到內地股市拖累出現調整，不少近期強勢股

紛紛回檔。美股週四收高。原油重返牛市。昨日聯儲會議紀要顯示聯儲官

員存在意見分歧。A股依然在調整之中，港股昨日在深港通利好之後出現

回檔屬於意料之中，不過深港通的開通畢竟會對港股市場利好，短期調整

不改長期趨勢，因為大方向是開放和資金的增加。操作上我們建議投資者

可以在深港通個股回檔完畢後逐步買回，關注港股中小科技股以及本地券

商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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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97 +0.13% 

納指 5240 +0.22% 

標普 2187 +0.22% 

金融100 6868 +0.14% 

德DAX 10603 +0.62% 

法CAC 4437 +0.44% 

日經225 16486 -1.55% 

紐約原油  48.22 +3.06% 

黃金 美元 1352.60 +0.02% 

美元指數 94.11 -0.61% 

個股推薦：信義光能（0968HK） 

信義光能是全球最大的太陽能光伏玻璃製造商之一,專業從事太陽能光伏

玻璃的研發、製造、銷售和售後服務，為太陽能應用系統提供最經濟高效

的產品。信義光能目前擁有兩大太陽能光伏玻璃生產基地，分別座落在蕪

湖和天津,擁有總計日熔化量2000噸的太陽能光伏玻璃生產線，主要產品

涵蓋超白壓花玻璃(原片、鋼化片)、AR光伏玻璃、背板玻璃、TCO玻璃

等。憑藉優異的產品性能和服務品質,信義光能成為國內光伏玻璃行業首

家通過中國建材中心能源管理體系認證的企業,為全球主要的國內外太陽

能元件廠商提供太陽能光伏玻璃產品。信義光能(00968)8月2日發佈公告，

公佈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的中期業績。期內，錄得淨利潤11.16億港元，同

比上升85.7%；每股盈利16.53港仙；每股中期股息8港仙。信義光能盈利能

力穩步提升,管理效率相對穩定,業績增長超出市場預期,綜合而言,信義光能

繼續受益政策支持,加之公司穩健的管理水準及控制成本能力,我們給予其

持有評級,上調目標價4港元,止蝕價2.8港元。 

 港通總額 滬通餘額 

餘額 448億元 1433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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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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8-18 收盤價） 

2016年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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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湖地產 0960 美林 增持 12.36 14.60 

中國聯通 0762 摩根大通 增持 9.05 11.30 

中國聯通 0762 麥格理 買入 9.05 12.20 

中國平安 2318 瑞士信貸 買入 40.70 49.00 

中國銀行 3988 里昂證券 持有 3.47 3.80 

10. 俄羅斯衛星網報導，據俄羅斯《消息報》報導，2016年上

半年俄羅斯向中國出口了總額7.53億美元的食品，如此一

來，中國成為從俄羅斯進口食品的最大市場。    

11. 18日，人民幣(6.6299, -0.0029, -0.04%)兌美元匯率中間價大

幅調低，但在岸和離岸人民幣即期匯率均僅小幅走低，

使得中間價與市場價之間的價差得以收斂。進一步看，

今年以來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頻現大起大落，波動性明

顯增強，市場匯率則相對平穩，傳遞出人民幣匯率更具

定力、市場預期趨於平穩的積極變化。   

12. 8月18日，國家統計局公佈7月份70個大中城市住宅銷售價

格變動情況顯示，7月房價環比漲幅總體收窄，新建商品

住宅價格下跌城市增加至16個；環比上漲的城市有51個，

比上月減少4個。鑒於房價環比上漲幅度已是連續3個月

收窄，隨著部分熱點城市重啟“限購”、“限貸”等政

策，業內人士預計，“高燒”的樓市有望在三季度降

溫。    

 

   

 

1. 美股週四收高。原油重返牛市。昨日聯儲會議紀要顯示

聯儲官員存在意見分歧。投資者正在權衡思科(30.48, -

0.24, -0.78%)等財報以及一些經濟資料。                     

2. 原油期貨價格週四連續第六個交易日上揚，並創造7月1

日以來收盤新高。美元走軟、最近美國原油供應量下降

以及主要產油國可能在9月下旬達成凍產協定等因素推動

油價上漲。              

3. 黃金期貨價格週四創兩周來最高收盤價。昨日美聯儲公

佈的7月會議紀要使市場懷疑聯儲可能放緩加息步伐。        

4. 8月18日歐洲股市上漲，終結了四連跌走勢，受助於美聯

儲會議記錄基調鴿派，金融和工業類股表現亮眼。             

5. 美國勞工部週四發佈的報告顯示，美國上周初請失業金

人數下降4000，至26.2萬，創一個月新低，好於接受

MarketWatch調查的經濟學家平均預期的26.5萬，顯示勞

動力市場依然穩健。                  

6. 北京時間19日彭博報導，三藩市聯儲行長威廉姆斯

（John Williams）表示，美國經濟足夠強勁，使美聯儲有

理由很快加息，如果等待太久，會帶來高通脹或者資產

泡沫風險，從而不利經濟增長。    

7. 北京時間19日彭博報導，前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預測利

率將很快開始上行，也許是快速走高。       

8. 歐盟統計局8月18日發佈的資料顯示，歐元區7月CPI年率

終值錄得上升，因儘管歐元區19個成員國中有12個成員

國CPI錄得下降，但是歐元區食品價格今年全年都錄得上

升，成為該區CPI上升的主要推動力。            

9. 據彭博，摩根大通花旗集團和摩根士丹利等16家銀行，

遭美國的基金控告操縱關鍵的澳大利亞利率基準指標，

從而非法獲利數億美元。這宗在紐約南區美國聯邦地區

法院立案的集體訴訟案件，指責這些銀行操縱銀行票據

互換利率（BBSW）.這是一個類似於倫敦銀行間同業拆

放利率（Libor）的本地指標利率，用於數以十億美元計

的浮息債券和銀團貸款的定價。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symbol=00960
http://biz.finance.sina.com.cn/suggest/lookup_n.php?country=hk&q=00960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org=66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symbol=00762
http://biz.finance.sina.com.cn/suggest/lookup_n.php?country=hk&q=00762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org=62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symbol=00762
http://biz.finance.sina.com.cn/suggest/lookup_n.php?country=hk&q=00762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org=45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symbol=02318
http://biz.finance.sina.com.cn/suggest/lookup_n.php?country=hk&q=02318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org=74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symbol=03988
http://biz.finance.sina.com.cn/suggest/lookup_n.php?country=hk&q=03988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org=64
http://biz.finance.sina.com.cn/forex/quote.php?code=USDCNY&img_type=min
http://finance.sina.com.cn/futures/quotes/CL.shtml
http://stock.finance.sina.com.cn/usstock/quotes/CSCO.html
http://finance.sina.com.cn/futures/quotes/CL.shtml
http://stock.finance.sina.com.cn/usstock/quotes/WMB.html
http://weibo.com/qualcommchina?zw=fin
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forex/hq/EURUSD.shtml
http://stock.finance.sina.com.cn/usstock/quotes/JPM.html
http://stock.finance.sina.com.cn/usstock/quotes/M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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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利指標 

2016年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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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計局：中國7月大中城市房價環比上漲個數減少，廈門漲4.6%

居首 

統計局公佈，7月70個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中，環比價格上漲

51個（前值55個），下跌16個（前值10個），持平3個（前值5

個）。其中，合肥、南京、廈門7月新建商品房價格環比漲幅均

超3%，分別為4.2%、3.4%、4.6%；同比漲幅分別為33.8%、

33.0%、39.2%。統計局解讀7月房價數據稱，70個大中城市房價

環比上漲城市個數減少，下降城市個數增加，漲幅繼續收窄；

收窄幅度較大的城市主要是前期上漲過快的一線城市和少數熱

點二線城市，其餘城市環比變化不大；同比來看，上漲城市個

數繼續增加，下降城市個數繼續減少，漲幅仍在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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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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312 -0.05% 

港元/人民幣 0.8540 -0.08% 

美元/日元 99.94 +0.05% 

美元/瑞郎 0.9548 +0.05% 

歐元/美元  1.1351 -0.03% 

英鎊/美元 1.3166 -0.02% 

澳元/美元 0.7685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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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3 -6.23% -17.11% -2.14% -8.12% -28.65% 

恒指恐慌指數 17.23 +1.00%  +2.87% -11.55%  

2016年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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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