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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晨訊 
2016 年 10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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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37 -0.84% 535.9億元 

國指 9541 -0.63% 88.9億元 

上證 3041 -0.74% 1805.9億元 

恒期指 結算價 未平倉 變化 

即月 23010 136514 +977 

下月 23001 5872 +576 

 半日 全日 

沽空 24.21億元 56.04億元 

今日大市 

港股昨日繼續下跌，市場情緒極度低迷。美股週一小幅收跌。美國原油期

貨價格跌破50美元。投資者等待本周後期的美國經濟資料、美聯儲官員的

講話以及歐洲央行的政策決定，以判斷未來貨幣政策的線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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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86 -0.29% 

納指 5199 -0.27% 

標普 2126 -0.30% 

金融100 6947 -0.94% 

德DAX 10503 -0.73% 

法CAC 4450 -0.46% 

日經225 16900 +0.26% 

紐約原油  49.94 -0.81% 

黃金 美元 1256.03 +0.01% 

美元指數 97.86 -0.22% 

今日暫無個股推薦 

 港通總額 滬通餘額 

餘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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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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10-17 收盤價） 

2016年10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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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糧油控股 0606 瑞士銀行 增持 2.94 3.63 

萬洲國際 0288 比聯認股證 持有 6.83 7.30 

鐵建裝備 1786 德意志銀行 買入 3.80 5.62 

中車時代電氣 03898 麥格理 增持 39.40 44.00 

VTECH HOLDINGS 00303 花旗集團 賣出 90.25 78.00 

10. 美國財政部日前發佈奧巴馬政府八年任期內最後一份半

年度《國際經濟和匯率政策報告》，重申包括中國在內

的交易夥伴並未操縱匯率以獲取不公平貿易優勢，同時

肯定了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改革取得的進展，表明曾多年

困擾中美關係的人民幣匯率爭端已走向緩和，人民幣匯

率問題不再處於風口浪尖。    

11. 北京時間17日晚路透訊 綜合近60家機構預測中值結果顯

示，在去產能和房地產拉動力減弱等因素影響下，中國

2016年經濟增速可能略微放緩至6.6%，而明年預計進一步

降至6.5%，今明兩年CPI漲幅將較溫和，保持在2%。   

12. 港媒稱，在英國公投脫歐後，英國的銀行家、券商和政

府工作人員可能正加班加點地工作，以努力判斷或猜測

快速下跌的英鎊會對英國已然繃緊神經的經濟造成什麼 

影響。不過經歷了一個繁忙的黃金周後，倫敦市中心的

高檔商店店主正在舉杯慶祝。據亞洲時報線上獲得的獨

家消息，這個黃金周中國遊客在英國首都倫敦的花費增

加了驚人的300%。  

13. 中國外匯交易中心17日發佈公告，當天美元兌人民幣匯

率中間價報6.7379 ，較上一交易日下跌222基點，創6年新

低。分析人士認為，人民幣匯率在未來一段時間內仍將

持續雙向波動，尤其是在12月美聯儲加息與否落定之

前，人民幣 貶值壓力仍將存在。從長期看，人民幣不具

備大幅貶值的基礎，一些資料顯示中國經濟出現向好跡

象。這一趨勢如果延續，將有助於人民幣匯率保持穩

定。  

14. 為確保深港通業務順利推出，深圳證券交易所聯合中國

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深圳分公司、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定於2016年10月22至

23日組織進行全網測試。   

   

 

1. 美股週一小幅收跌。美國原油期貨價格跌破50美元。投

資者等待本周後期的美國經濟資料、美聯儲官員的講話

以及歐洲央行的政策決定，以判斷未來貨幣政策的線

索。      

2. 黃金期貨價格週一小幅收高。投資者等待即將公佈的美

國經濟資料、不同聯儲官員的講話以及歐洲央行本周後

期的政策決定，以判斷未來貨幣政策的線索。      

3. 歐洲股市10月17日下跌，因媒體集團培生(Pearson)和挪威

海產品公司Marine Harvest等公司發佈看似疲弱的業績更

新，令股市受挫。      

4. 美聯儲副主席費希爾（Stanley Fischer）表示，從人口老

齡化到投資減少等一系列因素在壓制利率，不過經濟政

策未來有些許希望能抵消這些因素。      

5. 美聯儲週一報告稱，受建築設備產出增長帶動，美國9月

工業產出小幅攀升。但處境艱難的製造業主仍無廣泛反

彈的跡象。美聯儲報告稱，美國9月份的工業產出增長

0.1%。8月份的工業產出修正為下降0.5%。       

6. 北京時間18日彭博稱，世界貿易組織（WTO）的首席經

濟學家表示，英國一旦脫離歐盟，可能需要花費“許多

年”跟WTO成員建立新的協定。      

7. 德國VDA汽車工業協會主席Matthias Wissmann週一表示，

若英國未能在與歐盟的談判中保留單一市場的准入權，

德國可能把英國的部分汽車產業轉移至東南歐。      

8. 北京時間18日淩晨，紐約州金融服務局週一表示，由於

投資收費高昂但表現欠佳的對沖基金，以及非透明的私

募股權基金，美國第三大公共養老基金——紐約州共同退

休基金（ Common Retirement Fund，簡稱CRF）過去八年

已虧損38億美元。  

9. 德國化工巨頭巴斯夫（BASF）週一召開新聞發佈會稱，

當天較早時旗下化工廠發生的爆炸和火災事故已造成至

少1人死亡和6人受傷，另有6人失蹤。這座工廠位於法蘭

克福以南約80公里的路德維希港，是全球最大的化學產

品生產基地，占地約10平方公里，雇用著3.9萬名員工。

由於爆炸引發大火，巴斯夫已警告周邊居民避免外出，

並緊閉門窗以防污染。該公司表示，目前尚未發現有毒

氣體。出於安全考慮，巴斯夫還關閉了爆炸點附近的14

處設施，包括兩個蒸汽裂解裝置。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symbol=00606
http://biz.finance.sina.com.cn/suggest/lookup_n.php?country=hk&q=00606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org=60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symbol=00288
http://biz.finance.sina.com.cn/suggest/lookup_n.php?country=hk&q=00288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org=11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symbol=01786
http://biz.finance.sina.com.cn/suggest/lookup_n.php?country=hk&q=01786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org=33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symbol=03898
http://biz.finance.sina.com.cn/suggest/lookup_n.php?country=hk&q=03898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org=45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symbol=00303
http://biz.finance.sina.com.cn/suggest/lookup_n.php?country=hk&q=00303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org=56
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forex/hq/USDCNY.shtml
http://biz.finance.sina.com.cn/forex/quote.php?code=USDCNY&img_type=min
http://weibo.com/szse?zw=finance
http://finance.sina.com.cn/futures/quotes/CL.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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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利指標 

2016年10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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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水泥均價已上漲4.6%，而且上漲勢頭不減。 

受煤炭價格上漲等多因素推動，相對於國慶日前，全國

水泥均價已上漲4.6%，而且上漲勢頭不減。上周除了東

北地區保持平穩以外，其他地區水泥和熟料價格全線上

調，幅度均在20-50元/噸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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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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375 +0.14% 

港元/人民幣 0.8675 -0.12% 

美元/日元 103.88 -0.01% 

美元/瑞郎 0.9887 -0.03% 

歐元/美元  1.0998 -0.02% 

英鎊/美元 1.2184 +0.01% 

澳元/美元 0.7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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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2 -3.42% +7.11% +20.48% +4.88% +27.23% 

恒指恐慌指數 19.33 +5.51%  +5.51% -0.31%  

2016年10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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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