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每日晨訊 
2016 年 12 月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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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64 -1.37% 808.7億元 

國指 9781 -1.12% 206.6億元 

上證 3243 -0.90% 2815.6億元 

恒期指 結算價 未平倉 變化 

即月 22575 131953 -1278 

下月 22592 1928 +134 

 半日 全日 

沽空 33.74億元 94.97億元 

今日大市 

港股上周繼續調整，深港通今日正式開通，由於市場此前已經有了一定反

應，料短期不會有太大影響。美股上週五表現一般。週末內地證監會的新

規和主席的斥責短期加劇了監管的力度，對A股市場將會有情緒上的影

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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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70 -0.11% 

納指 5255 +0.09% 

標普 2191 +0.04% 

金融100 6730 -0.33% 

德DAX 10513 -0.20% 

法CAC 4528 -0.70% 

日經225 18426 -0.47% 

紐約原油  51.68 +1.21% 

黃金 美元 1177.43 +0.49% 

美元指數 100.75 -0.27% 

今日暫無個股推薦 

 港通總額 滬通餘額 

餘額 96.47億元 144.37億元 



 

2 

環球市場重要新聞資訊及解讀  

        大行推薦： （截止時間： 2016-12-02收盤價） 

2016年12月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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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606 摩根士丹利 持有 23.700 25.00 

新奧能源 02688 高盛 持有 35.400 42.00 

金風科技 02208 瑞士信貸 買入 12.140 18.30 

港鐵公司 00066 社大和總研 買入 37.850 43.90 

信和置業 00083 里昂證券 買入 11.640 16.10 

10. 中新社柏林12月3日電 （記者 彭大偉）針對外媒近期稱
“ 中國收緊對外投資以限制資本外流”，中國財政部副

部長朱光耀2日在德國柏林接受中新社記者採訪時回應
稱，包括人民幣國際化在內的改革方針將堅定不移地往

前推進。他亦指出，中國官方正密切觀測市場變化和資

本流動情況。      

11. 北京時間5日早間消息 紐西蘭總理約翰-基表示，將辭去

總理職務，不再尋求2017年連任選舉。    

12. 市場期盼已久的深港通於今日正式開通，深港通的開通

將會給A股、港股帶來哪些變化？投資者在方法和策略上

需要留意哪些問題？隨著互聯互通措施逐步落實，未來
內地與香港市場將如何演進與發展？上海、深圳、香港

三大市場在互聯互通機制下將各自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發揮什麼樣的作用？帶著這些問題，證券時報記者深入

走訪了香港證券市場，採訪了多位學者專家、證券業內

人士及兩地市場的投資者。  

13.  銀行間市場資金緊張局面仍在持續：3個月Shibor已連漲
31個交易日；10年期國債現券160010和160017收益率仍位

於3%的關鍵心理關口之上；而R007(2.480, 0.00, 0.00%)和
DR007等關鍵資金成本中樞均較3個月前有明顯幅度上

升。 業內人士表示，這輪銀行間市場“錢荒”的直接誘
因是大型銀行減少資金融出，但其實質是央行通過公開

市場操作“縮短放長”的策略實現了變相的“加息”，
以達到溫和去杠杆的目的。未來，貨幣政策將更為注重

抑制資產泡沫和防範經濟金融風險。  

14. 12月9日，國家統計局將公佈11月份居民消費價格指數

（CPI）。普遍預測CPI同比漲幅將從10月份的2.1%小幅攀
升至2.2%。受到內需走強和生產者價格走強的提振，非

食品價格漲幅可能略高於10月份 的1.7%。但另一方面，
由於豬肉價格下降抵消了蔬菜價格上漲的影響，食品價

格漲幅可能有所下降。彭博中國食品價格跟蹤指標顯

示，食品價格漲幅可能從10月份的3.8%下降至3.6%。  

 

1. 美股週五收盤漲跌不一。美國非農就業資料稍遜預期，

失業率降至9年新低。義大利週末將舉行修憲全民公投，

在此之前市場情緒謹慎。     

2. 原油期貨價格週五收高，全周油價暴漲12%以上。交易

員希望OPEC減產協定可能扭轉全球原油供過於求的局

面。        

3. 黃金期貨價格週五收盤漲跌不一。美國非農就業資料公

佈後美元與國債收益率下降，使金價本周跌幅收窄。        

4. 北京時間3日彭博稱，離岸人民幣兌美元（CNH）創1月

份以來最大周漲幅，週五紐約交易時段兌美元一度漲至

6.87以內。      

5. 歐洲股市12月2日收低，稍早跌至三周低點，因在義大利

週末修憲公投可能引發該地區新的政治不確定性前，投

資人交投謹慎。     

6. 美國11月就業報告顯示，雇主繼續穩固增加雇傭人手，

非農就業人數環比增17.8萬合預期，失業率更降至4.6%

創下9年新低。美聯儲12月會議前的最後一份就業報告無

疑表明，本月中旬加息幾乎是板上釘釘。聯邦基金利率

期貨價格顯示，報告發佈後加息概率從92%增至95%。   

7. 北京時間5日早間消息 義大利總理倫齊承認在公投中失

敗，將向總統提出辭職。倫齊表示，義大利民眾發出了

自己的聲音。公投是民主的有力表現。我們給義大利民

眾改變的計畫，但沒有成功。我承擔公投失敗的所有責

任。我做了這個階段我認為可能的所有事情。    

8. 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美聯儲）將於12月13日至14日舉

行年內最後一次貨幣政策會議，再次加息幾乎板上釘

釘。自特朗普11月初當選美國總統以來，全球金融市場

對於美國經濟走勢的預期發生大逆轉，押注美國經濟增

速、通脹水準以及利率都將回升的籌碼越來越多。  

9. 北京時間2日晚FT報導稱，就在不到四周前，特朗普還在

用高盛CEO貝蘭克梵（Lloyd Blankfein）的照片，投放對

希拉蕊的攻擊廣告，指責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偏好大企業

而背離下層民眾。當初攻擊希拉蕊與華爾街關係密切的

特朗普，自己當選以來已延攬多名高盛(223.36, -3.27,-

1.44%)人士，有人指出特朗普只是在走歷屆政府的老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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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symbol=02688
http://biz.finance.sina.com.cn/suggest/lookup_n.php?country=hk&q=02688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org=58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symbol=02208
http://biz.finance.sina.com.cn/suggest/lookup_n.php?country=hk&q=02208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org=74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symbol=00066
http://biz.finance.sina.com.cn/suggest/lookup_n.php?country=hk&q=00066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org=67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symbol=00083
http://biz.finance.sina.com.cn/suggest/lookup_n.php?country=hk&q=00083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org=64
http://finance.sina.com.cn/realstock/company/sh201001/nc.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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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DCNY.shtml
http://stock.finance.sina.com.cn/usstock/quotes/G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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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利指標 

2016年12月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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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看好芯片行業外圍環比改善，延續儲存器的價格持續改善 

會使得中國的芯片製造和封測行業持續回暖 

看好滬港通長電科技和香港的芯片製造行業中芯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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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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891 +0.11% 

港元/人民幣 0.8880 +0.11% 

美元/日元 113.88 -0.19% 

美元/瑞郎 1.0098 -0.08% 

歐元/美元  1.0683 +0.21% 

英鎊/美元 1.2612 +0.17% 

澳元/美元 0.7416 +0.01% 

三.恐

  指數 一日 一年 一周 一月 三個月 

美國恐慌指數VIX 14.12 +0.36% -9.74% +16.37% -23.21% +19.87% 

恒指恐慌指數 17.39 +6.04%  +4.01% -16.99%  

2016年12月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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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