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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晨訊 
2016 年 8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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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26 +0.03% 680.4億元 

國指 9500 -0.07% 113.6億元 

上證 3068 -0.57% 2008.6億元 

恒期指 結算價 未平倉 變化 

即月 22790 97646 -18427 

下月 22744 58157 +27875 

 半日 全日 

沽空 38.21億元 81.31億元 

今日大市 

港股昨日低開高走，場外資金在市場調整之時入市意願強烈。美股週四收

跌。美聯儲主席耶倫講話在即，幾位聯儲官員表示加息時機可能很快就會

成熟。港股近期雖然指數股表現不錯，但個股普遍調整較多，尤其是國企

股顯著跑輸大市，很多二三線股票僅對應21000點點位時的股價。由於美

國加息再次出現變數，可能會影響資金情緒，操作上我們建議投資者暫時

耐心等待，等市場充分調整之後可以關注超跌股票和前期強勢股，預計恆

指將在22000-23000點之間震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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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48 -0.18% 

納指 5212 -0.10% 

標普 2172 -0.14% 

金融100 6816 -0.28% 

德DAX 10529 -0.88% 

法CAC 4406 -0.65% 

日經225 16555 -0.25% 

紐約原油  47.33 +1.20% 

黃金 美元 1321.94 -0.00% 

美元指數 94.68 -0.05% 

個股推薦：福耀玻璃（3606.HK） 

福耀集團是一家專業生產汽車安全玻璃和工業技術玻璃的中外合資企業。

2016年一季度營收35.34億人民幣,同比增長10.55%,營業利潤7.57%,同比增長

12.35%,淨利潤5.83%,同比增長0.64%。目前海外專案進展順利,俄羅斯項目

有望在16年扭虧,美國項目進入盈利期,處於批量生產上升期,國際化初顯效

果。國內而言,天然氣價格下降以及產品結構改善進一步提升企業的毛利

率及盈利能力。13-15年公司的ROE分別25.83%,26.62%,20.64%,15年主要由

企業的財務杠桿有所下降所致,企業的盈利能力及管理效率相對穩定。綜

合而言,我們給予其持有評級,目標價27港元,止蝕價19港元。 

 港通總額 滬通餘額 

餘額 91.6億元 125.8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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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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8-25收盤價） 

2016年8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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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汽車 1958 摩根大通 買入 7.35 8.00 

合生元 1112 美林 賣出 20.50 17.80 

富力地產 2777 野村國際 買入 12.80 14.80 

電視廣播 0511 瑞士銀行 賣出 26.15 20.00 

禹洲地產 1628 瑞士信貸 買入 2.50 3.10 

10. 新浪美股北京時間26日訊 花旗認為，如果特朗普成為美

國總統，就將造成市場的巨大動盪，增加政策的不確定

性，最終將整個世界拉入經濟衰退。   

11. 經濟刺激計畫沒有觸及結構性問題，非但不能讓日本經

濟實現自律性復蘇，反而會進一步加重財政負擔，增大

未來經濟發展的潛在風險。8月初，日本內閣通過了總額

高達28.1萬億日元的經濟刺激計畫，試圖通過這一計畫為

日本經濟輸血，擺脫通貨緊縮。該計畫可能產生短期效

果，但對日本長期經濟發展有害。    

12. 日前，方星海主持召開深港通工作座談會，聽取深港交

易所、中國結算以及部分證券公司準備工作進展情況 彙

報和意見建議；深交所與中國結算深圳分公司近日聯合

發文，要求券商做好11月前完成深港通相關的技術和業

務準備。分析認為，這意味著深港通準備工作進入 實操

階段，券商股作為最直接的受惠者，將成為市場追捧的

對象。   

   

 

1. 北京時間26日淩晨，美股週四收跌。美聯儲主席耶倫講

話在即，幾位聯儲官員表示加息時機可能很快就會成

熟。      

2. 北京時間26日淩晨，黃金期貨價格週四連續第二個交易

日收跌，再創一個月收盤新低。美聯儲官員重申贊成加

息的言論令金價承壓。                    

3. 週四金融資料公司Markit公佈的一份行業報告顯示，美國

8月服務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初值遜預期，這可能

表明GDP增速在第三季度將放緩。資料顯示，美國8月

MARKIT服務業PMI初值為50.9，預估為52.0，7月終值為

51.4。               

4. 美國商務部週四發佈的報告顯示，美國7月耐用品訂單經

季調後環比飆升4.4%，創去年10月以來最大增幅，超過

接受MarketWatch調查的經濟學家平均預期的3.6%。                   

5. 美國勞工部週四報告，美國上周首次申請失業救濟人數

減少1000，總數下降至26.1萬，表明勞動力市場狀況健

康，失業人數很少。                       

6. 天然氣期貨價格週四連續第四個交易日收高。美國上周

天然氣庫存增幅低於預期以及國內氣候較往常更溫暖，

提振了天然氣需求前景。與此同時，原油期貨價格部分

挽回了昨日蒙受的2.8%損失。         

7. 週四（8月25日）歐洲股市下跌，受累於礦業股和製藥股

下滑，投資者在美聯儲主席耶倫週五講話前削減較高風

險倉位。      

8. 8月25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下稱“亞投行”）行

長金立群在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2016年夏季高峰會上

表示，9月開始，亞投行將啟動30多個國家提交的成員國

資格申請審議程式。       

9. 美聯儲主席耶倫在傑克遜霍爾全球央行年會上的講話備

受矚目，市場期望從中尋求美聯儲下一步加息的線索，

但這恐怕會令那些押注耶倫將釋放有效資訊的投資者失

望。經濟資料才是加息指引的關鍵，同時不可忽略的是

美國大選的不確定性。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symbol=01958
http://biz.finance.sina.com.cn/suggest/lookup_n.php?country=hk&q=01958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org=62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symbol=01112
http://biz.finance.sina.com.cn/suggest/lookup_n.php?country=hk&q=01112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org=66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symbol=02777
http://biz.finance.sina.com.cn/suggest/lookup_n.php?country=hk&q=02777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org=76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symbol=00511
http://biz.finance.sina.com.cn/suggest/lookup_n.php?country=hk&q=00511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org=60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symbol=01628
http://biz.finance.sina.com.cn/suggest/lookup_n.php?country=hk&q=01628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org=74
http://finance.sina.com.cn/futures/quotes/GC.shtml
http://finance.sina.com.cn/futures/quotes/CL.shtml
http://weibo.com/u/3921015143?zw=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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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利指標 

2016年8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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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月中國消費品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5.1% 

工信部公佈，1-7月中國消費品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

5.1%，低於全部工業0.9個百分點；消費品工業固定資產

投資保持增長，食品製造業、紡織業和醫藥製造業同比

分別增長14.2%、11.7%和11.3%；消費品工業出口交貨值

同比增長2.6%，增幅高於全部工業3個百分點；重點行業

產銷率較高，食品製造業97.4%，酒和飲料行業96.4%，

紡織業98.3%，醫藥製造業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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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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595 +0.01% 

港元/人民幣 0.8590 % 

美元/日元 100.55 +0.02% 

美元/瑞郎 0.9677 0.00% 

歐元/美元  1.1284 -0.01% 

英鎊/美元 1.3188 -0.03% 

澳元/美元 0.7616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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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3 +1.34% -62.16% +19.25% +5.91% -1.94% 

恒指恐慌指數 17.14 -2.75%  -0.52% -4.94%  

2016年8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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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