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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晨訊 
2016 年 8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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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21 -0.38% 540.9億元 

國指 9497 -0.55% 101.6億元 

上證 3070 -0.01% 1663.9億元 

恒期指 結算價 未平倉 變化 

即月 22824 22515 -32387 

下月 22770 121933 +19439 

 半日 全日 

沽空 30.07億元 71.81億元 

今日大市 

港股昨日出現調整，主要是受到上週末美聯儲提高加息可能性的影響。美

股週一收高。市場似乎已適應了美聯儲2016年加息可能性提高的前景，加

息可能性推動金融板塊攀升。隨著美國利好數據的不斷公佈，美國加息的

可能性增強，將會對市場產生較大影響。操作上建議投資者保持謹慎。我

們認為恆指23000點以上壓力較大，22000點有很大支撐，因此繼續建議投

資者波段操作，建議關注估值較低的國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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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02 +0.58% 

納指 5232 +0.26% 

標普 2180 +0.52% 

金融100 6838 +0.31% 

德DAX 10544 -0.41% 

法CAC 4424 -0.40% 

日經225 16737 +2.30% 

紐約原油  46.98 -1.39% 

黃金 美元 1323.40 0.00% 

美元指數 95.53 +0.05% 

個股推薦：同仁堂科技(1666.HK) 

集團為一家中藥科技企業，主要從事醫藥技術開發、技術諮詢、研究生物

製劑，以及製造及銷售以顆粒劑(沖劑)、水蜜丸劑、片劑和軟膠囊劑四種

為主之中成藥。集團之主要產品包括感冒清熱顆粒、六味地黃丸、牛黃解

毒片及感冒軟膠囊等。 公司16年上半年銷售收入為人民幣2707百萬元，

較15年同期增長15.3%；本集團淨利潤為人民幣571.3百萬元，較15年同期

增長18.95%；每股盈利0.34元,較15年同期增長21%.伴隨著老齡化的到來,我

們認為公司充分受益醫藥行業的大發展.加之公司經營穩健,營業增長及盈

利水準相對穩健,,故給予其買入評級,目標價17.2港元,止蝕價11.9港元。 

 港通總額 滬通餘額 

餘額 87.3億元 128.5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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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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8-29收盤價） 

2016年8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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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踏體育 2020 摩根大通 持有 19.58 18.00 

比亞迪電子 0285 瑞士信貸 持有 6.11 6.20 

華潤置地 1109 瑞士銀行 買入 22.00 26.78 

瑞聲科技 2018 里昂證券 買入 86.40 101.25 

農業銀行 1288 摩根士丹利 買入 3.110 4.40 

10. 近日，一則關於“9月初上海將實行新的房地產調控政

策”的傳聞橫空出世。受此傳聞影響，上海樓市連日來

異常火爆。《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注意到，上周（8月22

日~8月28日）上海全市商品住宅成交量為55.57萬平方

米，環比上漲93.02%。針對市場這種不正常波動，上海市

住建委昨日下午緊急澄清傳言稱，“沒有研究過此類政

策，將繼續嚴格執行3月25日發佈的《關於進一步完善本

市住房市場體系和保障體系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

展若干意見》，保持本市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 

11. 《證券日報》記者從外匯交易中心獲悉，29日，人民幣

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報6.6856，較上一個交易日大跌368個

基點，創下逾一個月來新低。上周美聯儲發表的言論加

大了美聯儲在9月份或者12月份加息的概率，導致非美貨

幣面臨貶值的壓力，而人民幣也因美聯儲貨幣政策這一

外部因素可能在未來出現變化而承壓。 

   

 

1. 美股週一收高。市場似乎已適應了美聯儲2016年加息可

能性提高的前景，加息可能性推動金融板塊攀升。        

2. 原油期貨價格週一收跌。交易商們懷疑主要產油國能否

在9月份達成穩產提價協定，使原油價格三個交易日以來

首次收跌。                      

3. 黃金期貨價格週一低開高走並小幅收高，此前金價一度

蒙受了7月中旬以來的最大單周跌幅。                

4. 8月29日歐洲股市下跌，因美聯儲官員的講話提振美國今

年加息預期，而法國阿爾斯通股價上漲，沒有跟隨大盤

的跌勢，此前宣佈贏得一份合約。                     

5. 週一公佈的資料表明，受車輛與空調銷售增長推動，美

國7月消費者開支增長0.3%。符合市場預期。此前接受

MarketWatch調查的經濟學家平均預期該指數將增長

0.3%。                        

6. 北京時間30日淩晨，據國外媒體報導，由於擔心銀行開

始對存款收費，德國儲戶正將現金從銀行帳戶取出存放

到家中，從而推動家用保險箱銷量大增，在一些大城市

裡，人們開始排隊購買保險箱。           

7. 北京時間30日淩晨，據國外媒體報導，由於擔心銀行開

始對存款收費，德國儲戶正將現金從銀行帳戶取出存放

到家中，從而推動家用保險箱銷量大增，在一些大城市

裡，人們開始排隊購買保險箱。      

8. 北京時間29日彭博報導，瑞銀財富管理表示，日本央行

可能宣佈“大規模的刺激措施”，以達到2%的通脹目

標。日本央行總裁黑田東彥上週末在傑克遜霍爾央行年

會上表示，必要時，會毫不猶豫加碼貨幣刺激措施；同

時還強調加碼寬鬆的空間很大。他說，日央行會好好考

慮如何善用貨幣政策，以達到穩定物價的目標。   

9. “ 今年以來G20財金管道，圍繞峰會‘構建創新、活

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這一主題，共舉行了3次

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4次G20財政和央行副手會，以

及20多次工作組和研究小組會。”財政部部長樓繼偉日

前表示，這些會議就全球經濟形勢、“強勁、可持續和

平衡增長框架”、國際稅收合作等議題進行討論，形成

了大量有影響力的成果，為峰會做好了財金政策準備。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symbol=02020
http://biz.finance.sina.com.cn/suggest/lookup_n.php?country=hk&q=02020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org=62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symbol=00285
http://biz.finance.sina.com.cn/suggest/lookup_n.php?country=hk&q=00285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org=74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symbol=01109
http://biz.finance.sina.com.cn/suggest/lookup_n.php?country=hk&q=01109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org=60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symbol=02018
http://biz.finance.sina.com.cn/suggest/lookup_n.php?country=hk&q=02018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org=64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symbol=01288
http://biz.finance.sina.com.cn/suggest/lookup_n.php?country=hk&q=01288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org=59
http://finance.sina.com.cn/futures/quotes/CL.shtml
http://finance.sina.com.cn/futures/quotes/GC.shtml
http://stock.finance.sina.com.cn/usstock/quotes/UB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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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利指標 

2016年8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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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改委：降低“五險一金”繳費率拉動今年GDP增長約0.137% 

8月29日，發改委網站顯示，今年以來國內以降低“五險一金”費率為

突破口，推動降低企業用工成本，減輕企業生產經營負擔，對實體經

濟企穩脫困發揮了積極作用。 

當前國內企業職工五項社會保險總費率為企業職工工資總額的

39.25%，在列入統計的173個國家地區中列第13位元，接近法國、德

國、義大利等歐洲福利國家40%的繳費門檻，分別比美國、日本和韓國

社保繳費率高出23.2、14.01和24.12個百分點，約為菲律賓的3.04倍，泰

國的3.84倍和墨西哥的4.76倍。再加上各地10%到24%的住房公積金繳

費，“五險一金”名義費率已經達到60%左右。 

近日出臺的《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工作方案》明確提出通過一些列

措施降低企業人工成本，主要包括：降低企業社保繳費比例，採取綜

合措施補充資金缺口；完善住房公積金制度，規範和階段性適當降低

企業住房公積金繳存比例；完善最低工資調整機制，健全勞動力市場

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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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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830 +0.20% 

港元/人民幣 0.8619 % 

美元/日元 101.92 0.00% 

美元/瑞郎 0.9787 +0.04% 

歐元/美元  1.1186 -0.03% 

英鎊/美元 1.3105 -0.01% 

澳元/美元 0.7575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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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4 -5.20% -50.33% +5.46% +9.01% -1.37% 

恒指恐慌指數 17.13 +0.53%  -0.46% -6.24%  

2016年8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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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