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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晨訊 
2016 年 10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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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31 -1.61% 745.2億元 

國指 9496 -1.82% 150.7億元 

上證 3061 +0.09% 1663.4億元 

恒期指 結算價 未平倉 變化 

即月 22941 135126 -3445 

下月 22936 4799 +2010 

 半日 全日 

沽空 29.48億元 67.66億元 

今日大市 

港股昨日繼續下跌，市場情緒低迷，雖然指數只是從高位下跌了3-4%，

但是很多個股都有了10%以上的調整。美股週四收跌，但已擺脫盤中大幅

下跌局面。道指一度跌破18000點，下跌至7月以來最低水準。美聯儲會議

紀要與中國經濟資料令市場感到擔憂。不過我們認為昨天公佈的外貿數據

只是暫時月份的不好，後續會有改善，我們認為經過持續下跌，港股已經

基本調整到位，投資者可以逢低買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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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98 -0.25% 

納指 5213 -0.49% 

標普 2132 -0.31% 

金融100 6977 -0.66% 

德DAX 10414 -1.04% 

法CAC 4405 -1.06% 

日經225 16774 -0.39% 

紐約原油  50.44 +0.52% 

黃金 美元 1258.02 -0.01% 

美元指數 97.53 -0.47% 

個股推薦: 海爾電器（1169.HK） 

公司為海爾集團旗下一家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機板上市之附屬公司。集

團主要於中國從事研究、開發、製造及銷售以「海爾」為品牌之洗衣機及熱水

器。除經營海爾品牌電器的生產銷售外，集團還大力發展以日日順為品牌的管道

綜合服務業務，從事多元化品牌家電和其他家居產品的管道綜合服務業務。管道

綜合服務業務整合虛網、行銷網、物流網、服務網四網優勢，通過虛實融合戰

略，為全中國的使用者提供全流程一體化良好的交互和配送體驗。海爾電器最新

發佈財報顯示，公司2016財年上半年盈利11.3億人民幣，同比增長3.04%。公司

2016財年上半年營業收入288.1億人民幣，同比下降8.08%.在2015 年，海爾電器的

零售量占全球大型家電市場的9.8％。該公司有三大業務：（一）洗衣機

（2015 年分部利潤占比為47％）；（二）熱水器（分部利潤占比為19％）；

（三）ICS（分部利潤占比為33％）。海爾電器現以1.94倍PB,11.1倍PE成交,估值

相對便宜；資產負債表相對穩健,其管理團隊相對穩定,業績穩中有進,新日日順管

道綜合業務有望成為未來利潤增長點,綜合而言,我們給予其持有評級,目標價18元,

止蝕價12.5元。 

 港通總額 滬通餘額 

餘額 98.6億元 134.7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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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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10-13收盤價） 

2016年10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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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耀玻璃 3606 瑞士銀行 持有 23.10 24.00 

華晨中國 1114 美林 買入 8.79 13.00 

國泰航空 0293 滙豐銀行 賣出 10.26 10.00 

中國財險 2328 高盛 買入 12.74 18.10 

新天綠色能源 0956 摩根士丹利 買入 1.09 1.47 

10. 北京時間13日下午路透訊 華爾街大投行美林美銀週四發

佈報告稱，維持今年底人民幣兌美元即期匯率將貶至

7.00、離岸人民幣貶至7.10的判斷，並預計到2017年底人

民幣將貶至7.25、離岸人民幣貶至7.30。    

11. 國家統計局今日將公佈9月份居民消費價格指數

（CPI）。多家機構預測，受基數原因影響，9月份CPI漲

幅可能會有所上行，但有望繼續停留在“1時代”。預計

未來CPI運行基本平穩，四季度物價漲幅可能會小幅抬

升。 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8月份CPI同比上漲1.3%，比

上月大幅回落0.5個百分點，創下自去年10月份（1.3%）

以來新低。對於即將公佈的9月份CPI，市場預期漲幅將

繼續停留在“1時代”。    

12. 據悉，港交所將於本月下旬與歐洲及北美的機構投資者

會晤，並在內地舉辦券商培訓活動；此外11月在內地為

券商及基金公司高層舉辦研討會。同時，李小加透露，

條件許可的情況下，會優先考慮在11月中旬以後的某個

星期一正式啟動深港通，“週末的時間給中後臺一個準

備的視窗。”    

 

1. 美股週四收跌，但已擺脫盤中大幅下跌局面。道指一度

跌破18000點，下跌至7月以來最低水準。美聯儲會議紀

要與中國經濟資料令市場感到擔憂。    

2. 原油期貨價格週四收高。美國政府報告顯示原油庫存出

現8月底以來的首次增加，但48個州的產量降至兩年來最

低值。   

3. 北京時間14日淩晨，受美元下跌推動，黃金期貨價格週

四收高，延續了昨日美聯儲貨幣政策會議紀要公佈後金

價在電子交易中的上漲趨勢。    

4. 週四（10月13日）歐洲股市走低，因令人失望的中國資

料打壓礦業股，而標準人壽和全球人壽（Aegon）因券商

下調評級而走低。    

5. 北京時間13日晚彭博稱，美國首次申請失業救濟人數過

去兩周都處在四十年低點上，企業雇主受到銷售前景的

激勵更願意留住人手。    

6. 北京時間13日晚CNBC稱，委內瑞拉的經濟形勢正持續惡

化，而且情況不太可能得到改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預計委內瑞拉今年的通脹率將達到720%，瑞銀

(13.35, -0.33,-2.41%)則表示，預計該國明年通脹率將達到

1500%。    

7. 北京時間13日晚彭博稱 倫敦在建住宅銷量第三季度下

挫14%，因為圍繞英國脫歐條款的不確定性令已受稅負

上升抑制的需求再受打擊。   

8. 北京時間14日淩晨，據英國《金融時報》報導，德意志

銀行正計畫在大部分業務部門凍結招聘，以加大力度削

減成本，應對盈利下滑和預期中的巨額法律開支，該行

正面臨美國監管機構最高可能達到140億美元的罰款。  

9. 北京時間13日彭博報導 法國財政部長薩潘稱，美國大型

銀行告訴他，他們正準備將部分業務從倫敦遷往其他歐

盟國家。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symbol=03606
http://biz.finance.sina.com.cn/suggest/lookup_n.php?country=hk&q=03606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org=60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symbol=01114
http://biz.finance.sina.com.cn/suggest/lookup_n.php?country=hk&q=01114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org=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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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symbol=02328
http://biz.finance.sina.com.cn/suggest/lookup_n.php?country=hk&q=02328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org=58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symbol=00956
http://biz.finance.sina.com.cn/suggest/lookup_n.php?country=hk&q=00956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org=59
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forex/hq/USDCNY.shtml
http://finance.sina.com.cn/futures/quotes/CL.shtml
http://finance.sina.com.cn/futures/quotes/GC.shtml
http://finance.sina.com.cn/futures/quotes/GC.shtml
http://stock.finance.sina.com.cn/usstock/quotes/UB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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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利指標 

2016年10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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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前三季度進出口總值17.53萬億元人民幣 

中國前三季度進出口總值17.53萬億元人民幣，同比下降1.9%；其中，

出口10.06萬億元，下降1.6%；進口7.47萬億元，下降2.3%；貿易順差

2.59萬億元，擴大0.6%。9月中國進出口總值2.17萬億元，下降2.4%；出

口1.22萬億元，下降5.6%；進口9447.9億元，增長2.2%；貿易順差2783.5

億元，收窄25%。 

其中9月以美元計價出口同比增速大降至-10%，主因全球需求疲弱和去

年基數走高；近期政府出臺地產和煤價調控政策，經濟下行風險仍

大，對進口仍是拖累。國金證券：剔除季節性因素後9月貿易資料依然

穩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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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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274 +0.12% 

港元/人民幣 0.8675 +0.07% 

美元/日元 103.67 -0.04% 

美元/瑞郎 0.9863 +0.01% 

歐元/美元  1.1055 -0.01% 

英鎊/美元 1.2252 -0.02% 

澳元/美元 0.7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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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4 +3.96% -6.40% +28.82% -7.34% +26.84% 

恒指恐慌指數 19.74 +6.70%  +14.56% +1.86%  

2016年10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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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