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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晨訊 
2016 年 7 月 22 日 

 勝利證券研究部 
分析員：王沖 電話：(852)25252437  電郵:wangchong@victorysec.com.hk 

 上一個交易日市場統計 

指數 收市 變化 成交量 

恒指 22000 +0.54% 652.8億元 

國指 9057 +0.38% 107.5億元 

上證 3039 +0.37% 2002.8億元 

恒期指 結算價 未平倉 變化 

即月 22003 106425 -1647 

下月 21946 9848 +2559 

 半日 全日 

沽空 24.09億元 69.69億元 

今日大市 

港股昨日繼續上漲，但尾盤出現回落。在連續多日創下歷史新高後，隔夜

道指從歷史高點回落，結束了連續九天上漲的勢頭。歐洲央行維持利率不

變，德拉基並沒就進一步寬鬆給出強烈暗示。與港股相同，A股昨日也是

沖高回落。近期港股因為在脫歐事件後受到海外市場帶動，所以走勢強

勁，但短期有回調壓力，22000點關口並非一次可以衝破，建議投資者暫

時獲利了結，待以後逢低買入，並且A股近期的疲軟給香港中資股帶來不

少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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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17 -0.42% 

納指 5073 -0.31% 

標普 2165 -0.36% 

金融100 6699 -0.43% 

德DAX 10156 +0.14% 

法CAC 4376 -0.08% 

日經225 16810 +0.77% 

紐約原油  44.94 +0.65% 

黃金 美元 1331.13 -0.02% 

美元指數 96.94 -0.23% 

今日暫無個股推薦 

 港通總額 滬通餘額 

餘額 478億元 1573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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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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7-21 收盤價） 

2016年7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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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置富產業信託 0778 美林 中性 9.82 9.70 

中國中車 1766 野村國際 買入 7.20 10.20 

敏實集團 0425 里昂證券 增持 26.95 31.10 

維達國際 3331 瑞士信貸 中性 14.58 14.00 

大悅城地產 0207 花旗集團 持有 1.30 1.80 

9. 北京時間21日晚彭博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中
國成都舉行二十國集團（G20）會議前發佈定期工作人員

報告稱，“在短期和長期內都急切需要採取廣泛的政策

措施來抑制風險、重振經濟增長。” 

10. 北京時間22日彭博報導，希臘副總理Yannis Dragassakis辦

公室在一封通過電子郵件發送的公告中稱，希臘財政部

將在8月份正式遞交加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申請。 

11. 北京時間21日彭博稱，日本央行行長黑田東彥表示，日
本沒必要也沒可能實施直升機式撒錢。此前市場中關於

日本將實施類似直升機撒錢模式的貨幣及財政政策的看

法正愈演愈烈。 

12. 北京時間22日 日經新聞未引述消息來源報導稱，日本財
務省官員7月11日向首相安倍晉三進行簡報，如果包括政

府擔保和其他預算外措施，刺激計畫規模可能增至20-30
萬億日元。日經稱，安倍晉三認可需要提高刺激計畫規

模。  

13. 國新辦昨日召開2016年上半年外匯收支資料等情況發佈

會，國家外匯管理局國際收支司司長王春英表示，總體
來看，今年上半年，我國跨境資金流出壓力逐步緩解，

市場情緒趨向穩定和理性，人民幣匯率貶值預期減弱。

未來我國跨境資金流動也將保持基本穩定。  

1. 在連續多日創下歷史新高後，道指從歷史高點回落，結

束了連續九天上漲的勢頭。歐洲央行維持利率不變，德

拉基並沒就進一步寬鬆給出強烈暗示。 

2. 國際油價21日收盤下跌。據新華社7月22日報導，美國能

源資訊局20日公佈的原油資料顯示，上周美國汽油庫存

意外增加91.1萬桶至2.41億桶，這是該資料過去五個星期

第四次出現上升。 

3. 紐約商品交易所黃金期貨市場交投最活躍的8月黃金期價

21日比前一交易日上漲11.7美元，收於每盎司1331美元，

漲幅為0.89%。據新華社7月22日報導，市場分析師認

為，當日美元對多數主要貨幣匯率下跌顯示美元走弱，

利好黃金期價。 

4. 北京時間21日彭博稱，歐洲央行維持主要再融資利率在

0.00%不變，維持存款工具利率在負0.40%不變，維持邊

際貸款利率在0.25%不變。此外，歐洲央行將資產購買專

案規模維持在每月800億歐元不變。 

5. 北京時間21日彭博稱，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在法蘭克福

召開的新聞發佈會上表示，如有必要，歐洲央行準備

好、有意願並且有能力採取行動。當前，“我們還沒有

足夠的資訊來做出決定。我們認定，在未來的幾個月

中，獲得了包括新的央行員工經濟預測等資訊後，就能

更好地評估整體宏觀狀況了。目前並沒有討論具體的政

策工具” 

6. 北京時間21日晚，美國勞工部週四發佈的報告顯示，美

國上周初請失業金人數下降1000，至25.3萬，好於接受

MarketWatch調查的經濟學家平均預期的26萬，並創下自4

月以來新低。這是美國初請失業金人數連續第72周位於

30萬關口以下，顯示勞動力市場依然穩健。 

7. 北京時間21日晚彭博稱，美國6月份二手房銷量意外升至

九年多來最高水準，在購房旺季臨近尾聲之際，為住房

市場帶來提振作用。 

8. 美聯儲將在下周7月26-27日召開貨幣政策會議，預期美

聯儲意外行動的可能性極低，且據已發佈的研究報告顯

示，經濟學家和策略師們認為美聯儲決策者在此次會議

上不太可能暗示下次加息的時機，但或肯定美國的經濟

增長，預期政策聲明也將反映出美聯儲官員的政策分

歧。經濟資料的好轉不排除美聯儲會暗示今年至少加息

一次。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symbol=00778
http://biz.finance.sina.com.cn/suggest/lookup_n.php?country=hk&q=00778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org=66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symbol=01766
http://biz.finance.sina.com.cn/suggest/lookup_n.php?country=hk&q=01766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org=76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symbol=00425
http://biz.finance.sina.com.cn/suggest/lookup_n.php?country=hk&q=00425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org=64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symbol=03331
http://biz.finance.sina.com.cn/suggest/lookup_n.php?country=hk&q=03331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org=74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symbol=00207
http://biz.finance.sina.com.cn/suggest/lookup_n.php?country=hk&q=00207
http://money.finance.sina.com.cn/hk/rating.php?org=56
http://weibo.com/imf?zw=fin
http://weibo.com/imf?zw=fin
http://weibo.com/u/3921015143?zw=fin
http://weibo.com/u/3921015143?zw=fin
http://finance.sina.com.cn/futures/quotes/CL.shtml
http://weibo.com/u/3921015143?zw=fin
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forex/hq/EURUSD.shtml
http://weibo.com/u/3921015143?zw=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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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利指標 

2016年7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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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管局：上半年中國跨境資金流出壓力逐步緩解 

外管局：上半年中國跨境資金流出壓力逐步緩解;中國外

匯儲備充裕，能抵禦跨境資本流動；境外長期資本依然

看好中國，非儲備性質的金融帳戶呈現逆差主要是民間

資本佈局海外；英國脫歐沒有對中國跨境資本流動產生

太大影響，可能會影響美聯儲加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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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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755 -0.03% 

港元/人民幣 0.8596 -0.30% 

美元/日元 106.25 +0.41% 

美元/瑞郎 0.9858 +0.01% 

歐元/美元  1.1023 -0.03% 

英鎊/美元 1.3229 -0.03% 

澳元/美元 0.7495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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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4 +8.24% +4.26% -0.62% -31.06% -8.67% 

恒指恐慌指數 18.57 -1.69%  -3.48% -21.84%  

2016年7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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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