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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南方航空股份（1055）：受惠人民幣最近反彈及油價處於較低水平。走勢上，短期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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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元為前頂阻力，若能突破可以跟注，上望 6.5 元，止蝕價 5.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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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生銀行（11）：估值處於較低位置，股價自年初觸及 164 元後見反彈，股價沿著 10 天線
發展。目前企穩 50 天線可以吸納，上望 187 元，宜 173 元止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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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介版塊：
信和置業（83）：本地地產股近一個月表現理想，當中可留意近日回調的信和置業（83），

每日觀察名單

暫時股價企穩 14 元，可在該價留意，目標價 14.8 元，以 13.87 元作止蝕位。

公司

原因

正恒國際控股（185）

購買資產

恒大健康（708）

購買資產

中海石油化學（3983）

盈喜

中國人壽（2628）

盈警

第一拖拉機（38）

盈警

中遠海能（1138）

盈警

兗州煤業股份（1171）

營運數據

今天有利好/淡消息的公司：
利好消息：正恒國際控股（185） 、恒大健康（708） 、中海石油化學（3983）。
利淡消息：中國人壽（2628） 、第一拖拉機（38） 、中遠海能（1138）。

數據速覽
昨天恆指

27,532

變動/%

-45/-0.2%

昨天國企指數

10,867

變動/%

其中可留意的股份：恒大健康、中海石油化學。
其中應特別避免的股份：中國人壽、中遠海能。

-15/-0.1%

大市成交（億港元）

919

沽空金額（億港元）

114

佔大市成交比率

12.5%

上證指數

2,594

變動/%

-3/0.1%

昨晚道指

24,580

變動/%

52/0.2%

金價（美元/安士）

1,311

變動/%

10/0.8%

油價（美元/桶）

53.3

變動/%

1.3/2.5%

美國 10 年債息（%）

2.72

變動（點子）

-1bps

人民幣兌換參考價格
賣出

買入

1.17250

1.15430

巿場展望及評論：
恒指四連升後終作回吐收市，盤中曾跌 249 點但收市收窄至 45 點而全日買意亦盛，成交僅
減少 2%至 919 億亦屬利好；四大權重股中，低開後倒升 0.6%收市的建設銀行（939）對大
市跌幅收窄貢獻最多，騰訊控股（700）亦微升，友邦保險（1299）裂口下跌兼穿十天線，
短線將稍跑輸大市；藍籌股中中國人壽（2628）強勢股亦以裂口下跌，收市後發出盈警，超
買後回調更利中線再探高位，18 元左右才考慮；本地地產股有追捧，恒隆地產（101）、新
鴻基地產（16）、九龍倉置業（1997）、領展房產基金（823）升 0.7-1.3%不等，其中以
九龍倉置業最落後，先上望 56 元關；恒隆地產走勢稍強亦可留意，如企穩$17 可試 17.8
元。隔晚美股以科技股表現較差跌 0.8%，杜指則微升，夜市期貨及 ADR 指數變化不大；今
早的場外期貨則受外圍股市反彈，回升 150 點挑戰 27,700，ADR 股價個別發展，中國人壽
（2628）績差跌半成，中國海洋石油（883）升 1.6%；牛熊證昨日無殺倉，短線仍有挾淡
倉的誘因。
其他股份中，銀河娛樂（27） 上日在一百天線 21.25 元企穩，如在該位置再企穩，可再挑
戰 55 元；金沙中國 （1928）近日走勢跑贏同業，相信 50 天線（35 元）提供短期支持，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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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 35.5–36.0 元吸納，上望 39 元；海信家電（921）內地發改委等十部門印發推動消費
增長方案，內文提及支持綠色、智能家電銷售，並促進家電產品更新換代，有條件的地方可
對消費者交售舊家電併購買新家電產品給予適當補貼，期望可上升至 8.2 元，唯反彈過多，
宜炒不宜揸；中海物業（2669）走勢仍然凌厲，可在 2.55 元留意，下關看 2.75 元；信德集
團 （242）近一個星期一度企穩及升穿 2.7 元大關，相信可以挑戰 3 元，止蝕價 2.75 元；
周大福 （1929）經過半年的回吐，相信沽壓力量已較謹慎，以 6.5 元作止損前提下，留意
能否有力上望 7.2 元；發改委新方案指出，要多措並舉促進汽車消費，永達汽車 （3669）
期望可反彈至 100 天線左右（5.3 元），以 4.1 元作止蝕位；本地地產股近一個月表現理
想，當中可追落後的嘉里建設（683）近一星期走勢企穩並向上突破，可在 30 元留意，目
標價暫在 33 元。
利好/淡消息
利好消息方面：正恒國際控股（185） 購買資產:旗下間接全資附屬河南興漢，以代價 5000
萬元（人民幣），向董事及控股股東 Haung Yanping 收購河南鑫融置業全部股權，河南鑫
融置業主要在中國從事房地產開發、銷售及租賃，現持有河南省鄭州市一地塊土地，該地塊
總佔地面積約 1.34 萬平方米，指定為商業用途。恒大健康（708） 購買資產:旗下公司以代
價 1.5 億歐羅，購入柯尼塞格（Koenigsegg Automotive）母公司合共 1157 股。柯尼塞格
是一家瑞典超級跑車公司，在輕量化、動力驅動系統、電氣化、智能駕駛等領域擁有多項科
技。中海石油化學（3983）盈喜:預期截至去年底止，全年盈利料介乎 13.54 億元（人民
幣）至 13.94 億元，按年增長 25.95 倍至 26.75 倍，2017 年同期盈利 5023.2 萬元，主因
期內產品銷售價格較 2017 年為佳。
利淡消息方面：中國人壽（2628）盈警:預期截至去年 12 月底止全年，淨利潤按年下跌約
50%至 70%，國壽 2017 年盈利 322.53 億元人民幣，主因受權益市場整體震盪下行影響。
第一拖拉機（38） 盈警:預期去年虧損 11 億至 14 億元（人民幣），2017 年盈利 5651.42
萬元，主因產品售價按年有所下降，營業收入按年下降 21.3%。中遠海能（1138） 盈警:預
期截至去年 12 月底止，全年盈利將介乎 5000 萬元（人民幣）至 1.5 億元，按年下跌約
91.55%至 97.18%，主因去年首三季，受 OPEC 等主要產油國減產及美國對伊朗制裁、委內
瑞拉原油出口減少等地緣事件影響。
營運數據方面：兗州煤業股份（1171）去年商品煤銷量 1.12 億噸，按年增 15.23%，單計
去年第四季，商品煤銷量 2885 萬噸，按年下跌 11.29%，全年表現不錯，短期數字未如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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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市回顧：
中美官員將於 1 月 30 日在華盛頓開始為期兩天的貿易談判，雙方將討論中國經濟的結構性
變化以及中國購買更多美國商品的承諾。美國檢察官對華為、財務總監孟晚舟及兩間附屬公
司提出刑事起訴，於紐約布魯克林的法庭及華盛頓州分別提出 13 項罪名及 10 項起訴，指控
華為、兩間附屬公司及孟晚舟涉嫌與伊朗交易有關的欺詐、竊取 T-Mobile 的商業機密，並
向成功獲得競爭對手技術的員工發放獎金，中美關係再度緊張。美股週一三大指數全線收
跌。當中半導體股營收遜預期，費城半導體指數跌約 2.1%。離岸人民幣偏軟，低見 6.77。
恒指跌 45 點（0.2%），報 27,532 點。國企指數下跌 15 點（0.1%），報 10,867 點。大市
成交金額約 919 億元。內地股市，滬指收報 2,594 點，跌 3 點（0.1%）。深成指收報
7,551 點，跌 38 點（0.5%）。兩市成交金額合計約為 2,938 億元。
藍籌股方面，騰訊（700）升 0.2%；友邦（1299）回落 1.8%；港交所（388）下滑
0.8%；建行（939）跌 0.6%；中國平安（2318）下跌 0.4%。華為 CFO 遭受美國正式起
訴，並正式要求加拿大將她引渡回美國受審，手機設備股普遍受壓。舜宇（2382）跌
0.9%；瑞聲（2018）升 2.4%；丘鈦（1478）報跌 0.2%；信利（732）大挫 12.7%；比亞
迪電子（285）回落 0.6%；中軟國際（354）回吐 3.0%。
異動股方面，通達集團（698）發公告表示，已研發了基站天線單機內的塑膠天線振子，其
具備導向和放大電磁波的作用，使天線接收到的電磁信號更強，亦正研發可應用於 5G 的手
機外殼射頻集成及汽車衛星導航定位天線，股價逆市飆升 41.6%。港股昨日上升股份數為
790，下跌股份數為 767。整體市況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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