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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晨訊 
2016 年 12 月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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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89 +0.23% 888.9億元 

國指 9838 -0.08% 163.8億元 

上證 3250 -1.00% 2628.1億元 

恒期指 結算價 未平倉 變化 

即月 已到期 0 -14708 

下月 22822 131309 +606 

 半日 全日 

沽空 30.19億元 83.90億元 

今日大市 

港股昨日繼續調整，A股出現較大跌幅。儘管深港通已經宣佈正式開通，

由於市場此前已經有了一定反應，料短期不會有太大影響美股週三大體收

跌，但主要股指在11月份表現搶眼。11月內道指累計上漲5.5%、標普500

指數上漲3.4%、納指上漲2.6%，羅素2000指數大漲11.2%。週三OPEC達成

減產協定的消息推動油價暴漲。臨近年末假期，市場預計再難有大的行

情，操作上建議投資者關注近期超跌的個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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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23 +0.01% 

納指 5323 -1.05% 

標普 2198 -0.26% 

金融100 6783 +0.17% 

德DAX 10640 +0.19% 

法CAC 4578 +0.59% 

日經225 18308 +0.01% 

紐約原油  48.99 +8.31% 

黃金 美元 1173.07 -1.28% 

美元指數 101.57 +0.58% 

今日暫無個股推薦 

 港通總額 滬通餘額 

餘額 100.3億元 118.3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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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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11-30收盤價） 

2016年12月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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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師傅控股 0322 摩根大通 賣出 9.22 7.00 

華能新能源 0958 瑞士信貸 買入 2.50 3.60 

銀河娛樂 0027 德意志銀行 買入 38.50 46.50 

中國燃氣 0384 美林 賣出 10.26 11.00 

友邦保險 1299 摩根士丹利 買入 47.30 60.00 

10. 北京時間30日彭博報導，中國封堵資本外流的行動正在

升級。面對境內購匯的嚴格管制，今年以來規模可觀的

資金選擇以人民幣跨境支付的形式流向海外，此類行為

據稱將成為中國央行打擊的最新目標。   

11. 每到年底，國外知名投行都會使盡洪荒之力對中國經濟

來年的走勢進行預測。2016年11月30日，摩根士丹利

(41.36, 0.76, 1.87%)新上任的首席經濟學家邢自強也在媒體

發表會上率先拋出了觀點。大摩宣佈上調了對中國GDP增

速的預期，將2016年的經濟增速上調到6.7%，2017年的預

測上調到6.4%。大摩整體對中國經濟維持樂觀判斷，預

計中國經濟將實現軟著陸。  

12. 深港通通車在即外資進場意願強烈。從滬股通最近幾個

交易日的情況來看，素有“聰明錢”之稱的滬股通資金

加大抄底力度。截至昨日A股收盤，滬股通淨流入11.71億

元，餘額118.29億元，占比90%。至此，滬股通已連續8個

交易日淨流入，累計淨流入資金91.4億元。  

13. 自11月24日起，央行公開市場資金投放力度有所減小，受

疊加逆回購密集到期影響，公開市場操作出現連續小額

淨回籠。11月30日，央行在公開市場進行了1400億元7天

期、800億元14天期、100億元28天期逆回購操作，中標利

率依然維持在2.25%、2.40%和2.55%不變。   

1. 美股週三大體收跌，但主要股指在11月份表現搶眼。11

月內道指累計上漲5.5%、標普500指數上漲3.4%、納指上

漲2.6%，羅素2000指數大漲11.2%。週三OPEC達成減產

協定的消息推動油價暴漲。   

2. 美國WTI原油期貨價格週三暴漲9.3%，收於10月下旬以

來最高水準，此前OPEC宣佈8年來首次達成減產協定。     

3. 黃金期貨價格週三收跌，使11月金價蒙受了三年多以來

最大月度跌幅。強勁資料推動美元走強、OPEC達成減產

協定推動油價暴漲，使風險資產受到追捧，黃金等避險

對象受到打壓。      

4. 歐洲股市11月30日觸及三周高位，本月收漲，能源股攀

升，因在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達成減產協定後，油

價急升。能源股扶助泛歐STOXX 600指數上揚0.3%。該

指數盤中攀升0.7%，觸及11月10日以來最高。    

5. 美國商務部報告稱，美國10月個人所得出現半年來最快

增幅，消費者開支繼續攀升，進一步證明美國經濟進入

第四季度時仍然維持強勢。   

6. 北京時間1日彭博稱，一項美聯儲調查顯示，美國經濟在

10月初至11月中旬間繼續擴張，並且幾無通脹；零售銷

售、房地產市場和商業服務企業活動升溫。    

7. 北京時間1日彭博稱，克裡夫蘭聯儲行長梅斯特（Loretta 

Mester）表示，美聯儲貨幣政策並沒有滯後，但如果不

及時行動，經濟和金融穩定面臨的風險將會上升。在

FOMC 11月1-2日的政策會議上，Mester是投票支持加息

25個基點的兩位官員之一。  

8. 北京時間1日淩晨訊 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週三正式確認

了財政部長及商務部長的人選：提名高盛

(219.29, 7.54, 3.56%)前高管史蒂芬-姆欽（Steven 

Mnuchin）擔任財政部部長，投資大亨威爾伯-羅斯

（Wilbur Ross）為商務部長。  

9. 北京時間1日淩晨路透社稱，俄羅斯能源部長諾瓦克週三

表示，根據與歐佩克達成的協議，俄羅斯準備明年上半

年將原油產量削減至多30萬桶/日。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symbol=00322
http://biz.finance.sina.com.cn/suggest/lookup_n.php?country=hk&q=00322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org=62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symbol=00958
http://biz.finance.sina.com.cn/suggest/lookup_n.php?country=hk&q=00958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org=74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symbol=00027
http://biz.finance.sina.com.cn/suggest/lookup_n.php?country=hk&q=00027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org=33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symbol=00384
http://biz.finance.sina.com.cn/suggest/lookup_n.php?country=hk&q=00384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org=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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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http://stock.finance.sina.com.cn/usstock/quotes/MS.html
http://finance.sina.com.cn/futures/quotes/CL.shtml
http://finance.sina.com.cn/futures/quotes/GC.shtml
http://stock.finance.sina.com.cn/usstock/quotes/GS.html
http://finance.sina.com.cn/futures/quotes/CL.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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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利指標 

2016年12月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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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務院表示繼續大力實施減稅降費政策 

國務院常務會議表示今年減稅總規模將超過5000億元，

明年要繼續大力實施減稅降費政策，同時為進一步完善

分稅制財政體制，決定從明年起中央對地方實施增值稅

定額返還。會議還要求強化境外國有資產監督。減稅降

費料將減輕企業負擔，增加中國經濟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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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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894 -0.22% 

港元/人民幣 0.8879 -0.03% 

美元/日元 114.50 +1.89% 

美元/瑞郎 1.0173 +0.55% 

歐元/美元  1.0591 -0.55% 

英鎊/美元 1.2508 +0.12% 

澳元/美元 0.7382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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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9 +3.80% -16.99% +5.52% -12.08% +2.06% 

恒指恐慌指數 16.87 -3.38%  +2.37% -8.86%  

2016年12月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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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