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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晨訊 
2016 年 10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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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04 -0.38% 544.9億元 

國指 9641 -0.81% 92.4億元 

上證 3084 +0.03% 1974.8億元 

恒期指 結算價 未平倉 變化 

即月 23279 134654 -5099 

下月 23276 8112 +755 

 半日 全日 

沽空 20.49億元 54.69億元 

今日大市 

港股昨日反彈後調整，此前一直持續低迷，美股週三收高。能源股攀升以

及大摩財報超出預期推動市場走高。美聯儲褐皮書暗示美國經濟仍在溫和

穩健擴張。CPI數據強化了美聯儲將在12月加息的預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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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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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反彈是對市場此

前超跌的修復，短期看市場仍將反復，今年剩餘月份市場機會不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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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02 +0.22% 

納指 5246 +0.05% 

標普 2144 +0.22% 

金融100 7021 ++0.31% 

德DAX 10645 +0.13% 

法CAC 4520 +0.25% 

日經225 16998 +0.21% 

紐約原油  51.60 +2.60% 

黃金 美元 1269.20 -0.00% 

美元指數 97.87 -0.01% 

個股推薦:康達環保(6136.HK)  

康達環保是中國領先的投資及運營汙水處理設施的民營公司，主要通過服

務特許經營安排以BOT及TOT模式向客戶提供訂制及綜合的污水處理解決

方案及服務。康達環保在中國的民營污水投資及運營服務供應商中擁有最

大的運營中每日總汙水處理能力；而以運營中的每日處理量計，集團占中

國的城鎮汙水處理市場約1.0%。作為中國汙水處理行業中的首批民營企業

之一，集團在為客戶(主要是中國的市、區或縣級政府或其指定機構)成功

實施汙水處理項目方面擁有逾18年經驗。康達環保積極參與環保水務相

關 PPP 專案，並有部分專案逐步兌現，預計公司將在中長期持續受益於

政策紅利，增長全面迎來拐點。另目前PB0.92倍,PE10.1倍,估值相對便宜.

綜合而言我們看好其發展前景,故給予其持有評級,目標價2.4港元,止蝕價

1.5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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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10-19 收盤價） 

2016年10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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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車時代電氣 3898 摩根士丹利 買入 39.20 50.50 

中國人壽 2628 摩根大通 買入 20.15 38.00 

石藥集團 1093 瑞士銀行 持有 8.40 9.50 

華電國際 1071 美林 賣出 3.40 2.90 

中芯國際 0981 野村國際 增持 0.99 1.50 

11. 北京時間20日共同社報導，19日獲悉，日本央行正研究在

31日至11月1日召開的貨幣政策會議上對2017年度物價預

期作出下調。受日元走高和個人消費低迷的影響，擬小

幅下調目前為1.7%的2017年度物價上漲率預期。實現2%

通脹目標的時間從現在的“2017年度內”推遲一事也納入

考慮範圍。央行認為就算時間滯後，物價上漲的大方向

沒有改變，預計不會加碼貨幣寬鬆。  

12. 昨日下午，國家發改委宣佈將於19日24時起上調成品油價

格，汽、柴油價格每噸分別提高355元和340元，也是年內

最高漲幅。  

 

1. 美股週三收高。能源股攀升以及大摩財報超出預期推動

市場走高。美聯儲褐皮書暗示美國經濟仍在溫和穩健擴

張。    

2. 原油期貨價格週三收高，創約15個月來最高收盤價。沙

特稱油價將繼續反彈、美國上周原油庫存下降，均令油

價得到支撐。    

3. 黃金期貨價格週三連續第三個交易日收高，創兩周多以

來最高收盤價。金價上漲的背景是美元匯率在本月初創

數月新高後走低，且美國9月新屋開工數量降至1年半新

低。    

4. 10月19日歐洲股市上漲，因主要銀行股和零售股上漲抵

消了其它公司業績疲弱帶來的影響。    

5. 美聯儲10月19日公佈的經濟狀況發展最新褐皮書顯示，

美國經濟在8月底至10月初持續擴張，總體價格溫和增

長，就業市場吃緊，展望大多正面。    

6. 美聯儲再次加息步入倒計時，美元近期重拾升勢。10月

以來美元指數累計上漲2.3%，有重奪100關口之勢，這與

去年底美聯儲首次加息前的情形高度相似。    

7. 美國商務部週三報告稱，美國9月份的新屋開工數量降至

一年半以來最低水準，表明正在努力維持增長動力的房

地產市場又遭遇了挫折。   

8. 加拿大央行週三宣佈維持關鍵利率不變，但下調未來三

年的經濟增長預期，因出口低迷，且預期近期收緊的抵

押貸款政策將令房地產市場降溫。    

9. 北京時間20日彭博稱，在人民幣加速貶值、大陸樓市調

控高壓下，中國內地投資者正加速進入香港房地產市

場，推動香港樓市上漲。  

10. 10月19日，中國經濟三季度成績單出爐。國家統計局資

料顯示，前三季度國內生產總值529971億元，同比增長

6.7%，與第一、第二季度持平，平穩落入政府工作報告

中6.5%~7%的目標。此外，固定資產投資、民間投資、

社會消費、工業增加值等資料均回升向好，結合此前公

佈的PMI、物價、用電量等指標，無不昭示中國經濟正

迎來“暖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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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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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symbol=01093
http://biz.finance.sina.com.cn/suggest/lookup_n.php?country=hk&q=01093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org=60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symbol=01071
http://biz.finance.sina.com.cn/suggest/lookup_n.php?country=hk&q=01071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org=66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symbol=00981
http://biz.finance.sina.com.cn/suggest/lookup_n.php?country=hk&q=00981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org=76
http://finance.sina.com.cn/futures/quotes/CL.shtml
http://finance.sina.com.cn/futures/quotes/GC.shtml
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forex/hq/DINIW.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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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利指標 

2016年10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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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6.1%，連續7個月保持在6%以

上 

9月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6.1%，較上月回落0.2個百分

點，連續第7個月保持在6%以上，預期增6.3%。1-9月規模以上

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6.0%。9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27976億

元，同比名義增長10.7%，創年內新高，預期10.5%；1-9月，社

會消費品零售總額238482億元，同比增長10.4%。1-9月城鎮固

定資產投資同比增8.2%，前值8.1%，預期8.1%。1-9月民間固定

資產投資261934億元，同比名義增長2.5%，增速比1-8月份加快

0.4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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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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378 -0.05% 

港元/人民幣 0.8676 -0.01% 

美元/日元 103.39 -0.05% 

美元/瑞郎 0.9889 -0.01% 

歐元/美元  1.0973 -0.01% 

英鎊/美元 1.2289 +0.03% 

澳元/美元 0.7718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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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1 -11.72% -4.47% -6.84% -6.78% +19.55% 

恒指恐慌指數 18.20 +1.62%  -1.62% +4.21%  

2016年10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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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