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每日晨訊 
2016 9 30 日 

 利證券研究部 
分析員 李寧 電 (852)25252437  電郵:wangchong@victorysec.com.hk 

 一個交易日市場統計 

指數 收市 變  交量 

恒指 23739 +0.51% 590.7億元 

國指 9794 +0.77% 111.3億元 

證 2998 +0.36% 1227.3億元 

恒期指 結算價 倉 變  

即  23702 16196 -12324 

 23710 140591 +4400 

 半日 全日 

沽空 19.62億元 53.05億元 

今日大市 

港股昨日低開高走，臨近假期，大市 交萎縮 美股逬四大幅 跌，繼續

調整之中 內地國企長假的到來使得A股和港股活躍度降低，雖然美國暫

時不加息，但是全球近期似乎缺少其他利好因素，估值修復已經基本完

，因 預計短期市場將會 震盪為主，建議投資者耐心等待入場時

機  

 

     其他市場資料 

資料來源 萬點資訊 香港交易-  

報告 載地址  

http://www.victorysec.com.hk/ 

數據 收市 變  

遈指 18143 -1.07% 

納指 5269 -0.93% 

標  2151 -0.93% 

金融100 6919 +1.02% 

德DAX 10405 -0.31% 

法CAC 4443 +0.26% 

日經225 16693 +1.39% 

紐約原油  47.83 +1.66% 

黃金 美元 1320.33 -0.00% 

美元指數 95.43 +0.13% 

個股推薦 金蝶軟體 0268.HK  

金蝶軟體是亞太地 領 的企業管理軟體及電子商務應用解決方案供應

商，是全球軟體市場中 長最快的獨立軟體廠商之一，是中國軟體產業的

領 廠商.金蝶軟體秉 用戶至上 小美快” 的產品服務理念，為世界範

圍內超過 400 萬家企業 醫院和 府等組萬家企業 醫院和 府等組織提

供軟件產品與雲服務，用戶數超過 5000 萬，連續 11 穩居中 企業 ERP

市場第一.16 半 ,總收入9.13億人民幣, 比增長25%;權益持 人應

當期盈利1.35億, 比增長12.1%;其中企業管理軟體業務穩 增長,營收重拾

增長;雲REP, 微企業雲等雲業務高速增長138.3%,雲收入已遉總收入的

20%.金蝶國際積極佈局 來,新的業務增長向好,營收及利潤快速增長,預計

持續受益 中 企業不斷增長的雲服務需求, 時原 業務保持穩定增長.

綜合而言, 認為,金蝶 來營業收入及利潤結構逭一 優 ,盈利的增長

能力大幅增強,故給予其持 評級,目標價4港元, 蝕價2.8港元。 

 港 總  滬 餘  

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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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市場重要新聞資訊及解讀  

        大行推薦  截 時間 2016-9-28收盤價  

2016 9月30日 

公司 稱 股票 碼 報告出處 最新評級 當前價格 元  目標價格 元  

中國石油  0386 麥格理 入 5.67 7.10 

IMAX CHINA 1970 高盛 入 38.70 49.76 

中國石油 0857 摩根士丹利 入 5.14 7.22 

龍 地產 3380 建銀國際 增持 3.51 4.43 

中国人寿 2628 摩根士丹利 中性 20.70 20.00 

10. 京時間29日晚路透訊 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 逬四發

佈報告預計，中國 季度和四季度GDP增速均將持穩

6.7% 右，但要警惕經濟回穩背 的風險隱憂 全 GDP

增速預計亦在6.7% 右，將落在 府 初設定的目標

間  

11.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總裁拉加德日前表示，儘管世

界經濟增長緩慢，但發展中經濟體前 樂觀，是世界經

濟增長的主要 獻力量，中國是其中典型 表，表現仍

很搶眼   

12. 國家統計局即將發佈9 經濟資料 業內人士預計，未來

策將繼續保持積極，貨幣 策將注重傳 管遈，

繼續推動信 社融合理增長 預計9 CPI 比漲幅將比

幅回升，在1.6% 右，PPI跌幅 望繼續收窄 四

季度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可能逐月回升。  

13. 央行轉載中國貨幣網特約評論員文章稱，人民幣 式加

入SDR貨幣籃子，國際投資者配置人民幣債券資產的需求

逭一 增加，相應帶來資 流入，將助力人民幣匯率保

持穩定 隨著中國金融市場深 發展和 外開 ， 一

中國債券市場還 望加入主要全球債券指數， 些指

數在全球約 50萬億美元追蹤逭行資產配置。A股也 望

加入主要股票指數，全球追蹤資產規模也達10萬億美

元 都 助 逭一 吸引國際資 配置境內債券和股

票資產。  

1. 美股逬四收跌 歐洲銀行業狀況 及美聯儲12 加息

可能性的擔憂 美股 壓                      

2. 黃金期貨價格逬四尾盤反彈收高 美股大跌，提振了市

場 貴金屬的投資 趣        

3. 原油期貨價格逬四連續第 個交易日收高 OPEC遉 減

產初步協定的消息繼續令油價得到支撐。         

4. 美國商務部逬四發佈的報告顯示，美國 季度GDP

環比終值為1.4%，好 市場預期，前值為1%  修 的

數 顯示，雖然 季度企業投資疲軟，但程度不像 前

估計的那樣嚴重 即將結束的 季度來說可能是

個好的預兆         

5. 美國國會逬 壓 多數批准了一項議案並遞交總統奧

巴馬 批， 議案允許聯邦機構在12 9日之前臨時融

資，從而將防 府在 逬 關門 預計奧巴馬將很快

簽署，使之 式 為法 項議案還撥出11億美元新

資金，用 抵禦 病毒爆發           

6. 京時間30日淩晨彭博稱，美聯儲官員逬四的講 凸顯

出，其在華盛頓的理 會 員 許多地 聯儲行長之間

的分歧日益嚴重， 者更加期望儘早加息          

7. 美國不動產交易商協會（NAR 逬四報告稱，美國8

手 簽約銷售指數 降至7個 來最低水準，意味著庫

短缺的 地產市場將出現更多波動。        

8. 美國 部逬四報告稱， 周美國首次申請失業救濟人

數增加3000，總數攀升至25.4萬，但首次申請失業救濟人

數處在低水準表明就業市場持續好轉，現在已是幾 來

最好 到 作的時期   

9. 京時間29日晚彭博稱，亞特蘭大聯邦儲備銀行行長洛

哈特稱，要強 11 會議可能加息的概念，必須保留

11 會議加息的可能性 洛 哈特稱， 來某次會議加

息的條件 熟，他 感到安心 只要 來數周或數

資料證實其經濟展望，那麼加息就只是一個時機問 ，

而不是是否的問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symbol=00386
http://biz.finance.sina.com.cn/suggest/lookup_n.php?country=hk&q=00386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org=45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symbol=01970
http://biz.finance.sina.com.cn/suggest/lookup_n.php?country=hk&q=0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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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symbol=03380
http://biz.finance.sina.com.cn/suggest/lookup_n.php?country=hk&q=03380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org=71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symbol=02628
http://biz.finance.sina.com.cn/suggest/lookup_n.php?country=hk&q=02628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org=59
http://finance.sina.com.cn/futures/quotes/CL.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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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指標 

2016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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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點評  

人民幣入SDR在即，國際 面臨 大挑戰 

10 1日，人民幣將 式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特別提款權

SDR 貨幣籃子，人民幣國際 逭程邁出關鍵一 國際市場 人民

幣的信心將逭一 增強，推動人民幣走向更廣的領域，並將 中國金

融格局產生深遠影響。人民幣加入SDR ，仍需 自身為主 ，積

極穩妥地推逭各項改革和開 措 ，穩妥地實現經濟和金融的穩定發

展， 時 序推逭金融市場雙向開 ，推逭利率和匯率的市場 改

革  

根據IMF的決定，人民幣納入SDR貨幣籃子 ，貨幣籃子相應擴大至美

元 歐元 人民幣 日元 英鎊 人民幣在籃子中的權重為10.92%，美

元 歐元 日元和英鎊的權重分別為41.73% 30.93% 8.33%和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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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重要指數一覽 

責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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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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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恕不 責 另請注意證券價格可升可跌，投資者應自行 擔投資風險! 

                                

貨幣 匯率 波動% 

美元/人民幣  6.6672 -0.12% 

港元/人民幣 0.8610 +0.09% 

美元/日元 101.09 +0.06% 

美元/瑞郎 0.9659 -0.03% 

歐元/美元  1.1221 -0.01% 

英鎊/美元 1.2969 +0.01% 

澳元/美元 0.7633 -0.04% 

.恐慌指數 

  指數 一日 一  一周 一  個  

美國恐慌指數VIX 12.26 -1.05% -54.30% -0.08% -5.26% -26.32% 

恒指恐慌指數 17.02 -2.91%  -1.10% -0.64%  

2016 9 30日 

一 匯率市場                                                                                             波羅的海散貨數 

期美債利率指數                                                                            四 美元 港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