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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晨訊 
2016 年 10 月 17 日 

 勝利證券研究部 
分析員：李寧 電話：(852)25252437  電郵:Lining@victorysec.com.hk 

 上一個交易日市場統計 

指數 收市 變化 成交量 

恒指 23233 +0.88% 602.6億元 

國指 9601 +1.10% 118.9億元 

上證 3063 +0.08% 1637.9億元 

恒期指 結算價 未平倉 變化 

即月 23213 135537 +411 

下月 23209 5296 +497 

 半日 全日 

沽空 22.89億元 59.10億元 

今日大市 

港股上週走勢偏弱，美股週五收高。美聯儲主席耶倫表示實行“高壓”經

濟並維持緊張的勞動力市場對經濟有好處。三大銀行巨頭業績超預期。由

於近期人民幣持續貶值，使得港股受到拖累，尤其是中資股下跌較深，加

上短期內缺乏利好，以及美國大選的不確定性及之後的美國加息預期，都

使得港股近期弱勢。操作上，我們認為恆指將在23000點附近震盪，投資

者可以逢低買入回調較深的前期強勢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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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38 +0.22% 

納指 5214 +0.02% 

標普 2132 +0.02% 

金融100 7013 +0.51% 

德DAX 10580 +1.60% 

法CAC 4470 +1.49% 

日經225 16856 +0.49% 

紐約原油  50.35 -0.18% 

黃金 美元 1251.03 -0.56% 

美元指數 98.08 +0.56% 

個股推薦：安踏體育（2020.HK） 

集團為中國領先的品牌運動類企業之一。集團主要設計、開發、製造及行銷運動

服飾，包括為專業運動員及大眾設計的安踏品牌的運動鞋類及服裝。集團亦設

計、行銷及銷售同一品牌的配飾產品。集團以批發形式向分銷商銷售安踏產品，

而該等分銷商則負責向授權安踏零售店鋪進行分銷，最後由該等授權零售店鋪于

中國向消費者銷售安踏產品。其品牌組合為以大眾市場為目標客戶的安踏及高端

體育用品的斐樂（FILA）以及針對兒童客戶安踏兒童以及新加入的戶外品牌迪桑

特，極大豐富了品牌及產品組合。管道方面，通過品牌旗艦店與線上零售店，以

及線上商城，構成多級銷售管道，擴大產品競爭優勢。2016 上半年度錄得61 億

元收入和11 億元淨利潤，同比增長20%和17%。2016 上半年毛利率和營業利潤率

分別為47.9%和18.4%，存貨周轉天數，應收賬款周轉天數與應付帳款周轉天數分

別為64 天、37天和45 天，為行業領先。安踏精細益管理及優秀的運營能力，同

時進一步提高了產品差異化的水準；且執行零售導向措施，盡可能降低零售商的

庫存風險及改善他們的盈利能力，加之其品牌位處行業領先地位。綜合而言，我

們看好公司未來的業績增長及盈利水準，故給予其持有評級，目標價27港元，止

蝕18.6港元。 

 港通總額 滬通餘額 

餘額 99.8億元 119.7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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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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10-14收盤價） 

2016年10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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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邦保險 1299 花旗集團 持有 52.10 56.00 

國泰航空 0293 瑞士銀行 賣出 10.28 10.00 

萬科企業 2202 瑞士銀行 賣出 19.36 16.24 

國藥控股 1099 第一上海 買入 37.95 43.00 

中國鐵建 1186 交銀國際 買入 9.33 11.10 

10. 隨著美聯儲利率政策逐漸明朗，風險資產未來走向也越

發清晰。上週四淩晨，美聯儲公佈9月議息會議紀要，儘

管決 策層仍存分歧，但對加快正常化步伐基本達成共

識。美聯儲“三號人物”、紐約聯儲主席杜德利公開發

言支持加息：“希望隨著經濟走強，美聯儲可以儘快步

入利率 正軌。”市場大鱷對即將落地的“靴子”有著較

充分的心理預期，高盛(170.52, 3.10, 1.85%)、美林美銀等

大行鼓勵投資者，與其自我放棄不如在價值陷阱中尋求

價值餡餅。   

11. 本週三，2016年前三季度經濟資料將正式公佈。《經濟參

考報》記者綜合多家機構預測，三季度經濟增長將略超

市場預期，GDP的增長率有望和上半年持平，為6.7%，全

年經濟運行也較為樂觀，政府年初設定的發展目標能夠

實現。業內人士分析稱，預計四季度M2增速會有所回

升，但貨幣政策大規模放鬆的可能性已經不大，央行更

傾向於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更為靈活地提供長期、

中期和短期的流動性。  

12. 《經濟參考報》記者從多家社會監測機構瞭解到，限產

消息持續發酵，國際油價四周連陽，原油變化率持續正

值升高。從目前走勢來看，10月19日國內成品油零售限價

將迎來年內最大漲幅，預計幅度超過280元/噸，而國際原

油的不斷上漲，也成就了國內成品油批發價一波“高

漲”行情。  

   

 

1. 美股週五收高。美聯儲主席耶倫表示實行“高壓”經濟

並維持緊張的勞動力市場對經濟有好處。三大銀行巨頭

業績超預期。     

2. 黃金期貨價格週五收跌，但本周金價錄得三周來的首次

上漲。過去兩周內金價均有所下跌，上周金價累計下跌

約5%，為三年來最大單周跌幅。    

3. 歐洲股市週五(10月13日)上揚，收復昨日的失地，銀行股

領漲，對沖基金Man Group急升。     

4. 北京時間15日淩晨，石油服務提供者貝克休斯(51.75, -

0.75, -1.43%)週五發佈的報告顯示，美國本周活躍原油鑽

井平臺數量增加4座，至432座，連續第七周增加。     

5. 北京時間14日晚CNBC稱，美國民主黨參議員伊莉莎白-

沃倫（Elizabeth Warren）週五致信奧巴馬總統，敦促他

罷免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主席瑪麗-喬-懷特

（Mary Jo White）的職位。     

6. 離婚中最難處理的往往是財產問題，英國和歐盟的“分

手”也不例外。要離開歐盟，英國可能需要先拿出高達

200億歐元的“分手費”。     

7. 自上周大舉下跌、尤其是上週五（10月7日）的閃崩以

來，英鎊再度成為匯市焦點。對此，以對世界經濟持悲

觀論調而聞名的法國興業銀行策略家Albert Edwardsd 觀

點異軍突起，他認為這對於英國來講是個好消息。在其

全球策略周評中，Edwards表示近期英鎊的下跌將有益於

英國刺激通脹，這幾乎是每個發達國家現今的主要目

標。     

8. 彭博報導，美銀美林表示，中國內地買家正加大購買香

港房產的力度，因為與內地部分大城市相比，香港的房

價“相對負擔得起一點”。   

9. 據英國廣播公司（BBC）10月15日報導，美國財政部14

日再次確定中國為非匯率操縱國，認為中國沒有通過操

縱匯率貶值獲得貿易優勢。但同時指出中國應該繼續放

鬆匯率政策。在這份向國會提交的美國貿易競爭對手貨

幣匯率情況半年報告中，美財政部稱，雖然人民幣在過

去一年持續貶值，但原因是市場壓力。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symbol=01299
http://biz.finance.sina.com.cn/suggest/lookup_n.php?country=hk&q=01299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org=56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symbol=00293
http://biz.finance.sina.com.cn/suggest/lookup_n.php?country=hk&q=00293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org=60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org=60
http://stock.finance.sina.com.cn/usstock/quotes/GS.html
http://weibo.com/u/3921015143?zw=finance
http://finance.sina.com.cn/futures/quotes/GC.shtml
http://stock.finance.sina.com.cn/usstock/quotes/BHI.html
http://finance.sina.com.cn/futures/quotes/CL.shtml
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forex/hq/EURUSD.shtml
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forex/hq/GBPUSD.shtml
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forex/hq/USDCNY.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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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利指標 

2016年10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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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CPI同比漲1.9%，連續4個月處於“1時代” 

9月CPI同比漲1.9%，連續4個月處於“1時代”，前值1.3%；PPI

逆轉升0.1%，結束54個月連降。統計局解讀稱，9月PPI漲

0.1%，自2012年3月來首次由負轉正；今年來，國內工業行業供

需矛盾有所緩解，重點行業庫存、銷量均出現向好態勢；黑色

金屬、煤炭開採和洗選等價格上漲是影響PPI同比轉正的重要因

素。 

預計10月CPI仍將繼續反彈至2%；10月PPI環比上漲0.2%，同比

漲幅有望回升至0.7%。中國PPI通縮局面已終結，CPI加速限制

貨幣寬鬆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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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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283 +0.01% 

港元/人民幣 0.8657 -0.21% 

美元/日元 104.18 +0.45% 

美元/瑞郎 0.9903 +0.42% 

歐元/美元  1.0972 -0.76% 

英鎊/美元 1.2191 -0.51% 

澳元/美元 0.7618 +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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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2 -3.42% -9.26% +20.03% -7.47% +27.61% 

恒指恐慌指數 18.32 -7.19%  +3.33% -6.67%  

2016年10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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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