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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晨訊 
2016 年 9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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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17 -1.56% 645.5億元 

國指 9629 -1.70% 131.8億元 

上證 2980 -1.76% 1622.6億元 

恒期指 結算價 未平倉 變化 

即月 23315 117934 -20212 

下月 23311 55941 +34738 

 半日 全日 

沽空 30.12億元 77.66億元 

今日大市 

港股昨日出現較大調整，一是內地近期房地產的飛漲引發市場不安，二是

臨近國企長假投資者變得謹慎。儘管美國之前9月不加息，但由於市場近

期漲幅較大，不少資金短期獲利了結。短期內地房地產能否平穩過度將會

影響市場情緒，由於地產原因使得政府不敢再度放鬆貨幣甚至出現資金回

籠，配合假期因素市場活躍度逐步降低，操作上建議投資者等待調整完

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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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94 -0.91% 

納指 5287 -0.91% 

標普 2146 -0.86% 

金融100 6818 -1.32% 

德DAX 10393 -2.19% 

法CAC 4407 -1.80% 

日經225 16544 -1.25% 

紐約原油  45.93 +3.26% 

黃金 美元 1337.98 0.00% 

美元指數 95.21 -0.21% 

個股推薦：龍源電力（0916.HK） 

龍源電力是以風力發電等新能源及其附加產業開發為主的可再生能源發電

企業，並通過各全資、控股及參股企業的運營實現集團化運作，業務主要

分佈於內蒙古、東北三省、中西部以及東南沿海地區,是全球最大的風電

運營公司。2016年上半年公司實現營業收入11,209百萬元人民幣，同比增

長6.2%；實現歸屬股東淨利潤2,364百萬元，同比增長7.2%；實現EPS28.42

分，同比增長3.5%。上半年不派發中期股息。龍源電力上半年實現風電收

入7,389百萬元，同比增長4%，占總營業收入比例為65.9%,上半年營業收入

和利潤同比增長主要由於在去年下半年和今年上半年風電裝機容量增長帶

動公司發電量增長。上半年龍源電力風電平均利用小時數為980小時，同

比下降105個小時，但高於行業平均917小時。黑龍江、內蒙古以及甘肅是

其中風電利用小時數下降最為顯著的地區。但展望下半年，公司認為隨著

保障性利用小時收購政策在全國各省份的逐步實施，全年平均利用小時數

可以達到1,900小時左右.龍源電力存量風量業務改善,保障利用小時數收購

政策的落實和推進進度是公司營業收入及利潤的重要影響因素.加之新增

風電裝機發量,我們認為,龍源電力營收及盈利水準穩定,故給予其持有評級,

目標價8.5港元,止蝕價6.3港元。 

 港通總額 滬通餘額 

餘額 75.30億元 133.3億元 



 

2 

環球市場重要新聞資訊及解讀  

        大行推薦： （截止時間： 2016-9-26收盤價） 

2016年9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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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粵海投資 0270 高盛 買入 12.32 13.00 

中國石油 0857 花旗集團 賣出 4.98 4.40 

中信銀行 0998 摩根大通 持有 5.24 5.40 

香港电讯─SS 6823 瑞士信貸 持有 11.08 11.50 

中國海外發展 0688 麥格理 持有 26.70 26.59 

10. 據新華社消息，巴西最高法院23日批准對巴西總統蜜雪

兒-特梅爾涉嫌違法收受競選資金一事進行初步調查。巴

西最高法院今年6月公開一份涉及認罪協議的證詞，指認

特梅爾在2012年使用巴西石油(8.23,-0.16, -1.91%)公司向承

包商收取的回扣，資助他所在巴西民主運動黨的候選人

競選聖保羅市市長。    

11. 昨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發佈2016年中國年度磋

商報告並舉行記者會。報告稱，中國在諸多領域的改革

已取得進展，近期看經濟發展前景良好，但中期前景日

趨疲弱，需要加速改革，尤其是需要解決高企的企業債

問題，以及停止信貸和投資刺激，並接受經濟增長放緩

等。報告建議，中國應逐漸停止制定經濟增長目標。  

12. 全國社保基金理事會26日公佈，《全國社會保障基金信

託貸款投資管理暫行辦法（2016年修訂版）》已經理事長

辦公會審議通過，於20日正式發佈實施。此次修訂新增

“ 為社保基金信託貸款項目提供擔保的大型企業”的條

件。分析人士認為，該修訂對此類企業提出了具體的條

件要求，說明社保基金在信託投資管理上更加注重精細

化。同時，此次修訂後，投資風險管理的部門分工和責

任更加明確，有助於提升投資管理效率。  

 

1. 美股週一收跌。美國總統大選第一次辯論前市場情緒謹

慎。德意志銀行重挫拖累金融板塊下滑。                  

2. 原油期貨價格週一收高，挽回了上一交易日的大部分跌

幅。主要產油國即將在阿爾及利亞召開會議，市場關注

此次會議能否達成限制產量的協議。     

3. 黃金期貨價格週一收高，挽回了昨天蒙受的絕大部分跌

幅。美元與美股走軟，提振了貴金屬的市場需求。      

4. 歐洲股市9月26日下跌，受大型銀行股走低拖累，投資者

擔心美國的巨額罰款將對德意志銀行的財務狀況造成的

影響，拖累其股價觸及紀錄低位元。    

5. 美聯儲高官週一表示，聯儲將提議放寬對資產規模不足

2500億美元銀行的壓力測試要求，這對美國地區性銀行

而言是一個重大的利好消息。      

6. 隨著美國就業市場復蘇逐步靠近美聯儲預期的充分就業

水準，美聯儲內部關於何時啟動下次加息的辯論也愈加

激烈。在上周結束的9月貨幣政策例會上，三位美聯儲官

員對維持利率不變的政策決議投了反對票，凸顯美聯儲

內部對加息時機的分歧。但連續六次會議維持利率不變

的事實，也進一步說明“鴿派”陣營已主導美聯儲加息

政策方向。      

7. 北京時間26日晚彭博稱，美國8月份新建住宅銷量下降，

之前7月份飆升至2007年以來的最高水準，表明美國住宅

房地產動能暫緩。   

8. “ 10月1日起，人民幣將被認可為‘可自由使用貨幣’

（freely usable currency），這就意味著人民幣將在IMF有

關交易中扮演核心角色。”MF戰略、政策與檢查部主任 

蒂瓦裡表示，人民幣納入SDR是中國融入全球金融格局

的重要里程碑，這既認可了中國的改革成就，強化了改

革承諾，也增加了SDR的吸引力，使得SDR更加多元、

更具代表性。   

9. 北京時間27日淩晨彭博稱，Renaissance宏觀研究經濟學家

Neil Dutta在研報中寫道，儘管9月加息的門檻“相當

高”，今年不加的門檻“同樣也相當高”。穩定的就業

增長，沒有意外情況，這些因素會推動美聯儲在12月加

息。9月決策時三人持異議并非耶伦失去FOMC控制权的

迹象。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symbol=00270
http://biz.finance.sina.com.cn/suggest/lookup_n.php?country=hk&q=00270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org=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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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98
http://biz.finance.sina.com.cn/suggest/lookup_n.php?country=hk&q=00998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org=62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symbol=06823
http://biz.finance.sina.com.cn/suggest/lookup_n.php?country=hk&q=06823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org=74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symbol=00688
http://biz.finance.sina.com.cn/suggest/lookup_n.php?country=hk&q=00688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org=45
http://stock.finance.sina.com.cn/usstock/quotes/PBR.A.html
http://finance.sina.com.cn/futures/quotes/CL.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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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利指標 

2016年9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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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和日本5年期的實際收益率之差為2013年以來最低負水準 

美國和日本5年期的實際收益率差現在為負10個基點，觸及2013

年6月份以來的最低負水準；這或維持美元兌日元的壓力；美國

5年期實際收益率（負58個基點）自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9月21

日的會議以來已經急劇下降，同時通脹預期指數上升，即使名

義收益率穩定下降。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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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689 -0.01% 

港元/人民幣 0.8605 0.10% 

美元/日元 100.31 -0.02% 

美元/瑞郎 0.9692 0.00% 

歐元/美元  1.1253 -0.01% 

英鎊/美元 1.2973 -0.02% 

澳元/美元 0.7636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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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3 +18.23% -38.48% -5.34% +5.98% -43.59% 

恒指恐慌指數 17.81 +7.61%  -6.26% +4.52%  

2016年9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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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