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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推介：
中國中鐵（390）:估值吸引，走勢落後大市，突破 50 天線可追落後。短期目標：$6.44（6

黃景成

月高位），止蝕價：$5.69（6 月 10 日低位）。

研究員
gary.wong@sinopac.com

吉利汽車（175）: 目前成交量縮小，可望突破盤固區間上限，不跌破區間可以繼續上望。短
期目標：$14.07（100 天線 ），止蝕價：$11.66（5 月低點 ）。

黃淼雲
研究員

推介版塊：

james.wong@sinopac.com

中國聯通（762）中興通訊高級副總裁張萬春表示，公司 5G 基站全球發貨已經超過５萬
個，股票可在 G20 中美局勢緩和後留意，可回至 8.52 元留意。短期目標：$8.87 以上（一

施佩妘

百天線），止蝕價：$8.4（6 月 26 日低位）。

研究員
kay.shih@sinopac.com

今天有利好/淡消息的公司：
利好消息：吉利汽車（175）、津上機床中國（1651）、六福集團（590）、泛海酒店

每日觀察名單

（292）、辰興發展（2286）、澳至尊（2031）。

是日推介

利淡消息：新華通訊頻媒（309）、大昌集團（88）、晨訊科技（2000）、華廈置業

中國中鐵（390）
吉利汽車（175）

（278）、天德地產（266）、震雄集團（57）、新銳醫藥（6108）、安全貨倉（237）、

中國聯通（762）

恒興黃金（2303）、東京中央拍賣（1939）、泛海集團（129）、英裘控股（1468）、港
亞控股（1723）、漢國置業（160）、結好控股（64）、建業地產（832）、建業實業

利好消息
公司

原因

吉利汽車（175）

獲延長貸款融
資

津上機床中國（1651）

年度業績

六福集團（590）

年度業績

泛海酒店（292）

年度業績

辰興發展（2286）

投資 IPO

澳至尊（2031）

年度業績

（216）。
其中可留意的股份：吉利汽車、六福集團。
其中應特別避免的股份：晨訊科技、東京中央拍賣、漢國置業。
巿場展望及評論：
[再上探前高位阻力] 昨早指出「上試 50 天線」，周四恒指開市已向上突破該線，全日反覆
上升及高收升 399 點以 28,621 收市，大市成交按日上升兩成一至 784 億；指數再收復在所
有主要移動平均線之上：10/20 天線已在快速上升（位於 28,061/27,606），剛被收復的 50

利淡消息
公司

原因

天線（28,347）仍在下跌中，250 天線（27,614）則剛與 20 天線交疊；5 月 9 日大陰燭大

新華通訊頻媒（309）

年度業績

跌當日高位 28,891 會是好友下個上升目標；藍籌昨日僅 2 跌，48 檔報升，落後股紛紛發

大昌集團（88）

年度業績

晨訊科技（2000）

盈警

華廈置業（278）

年度業績

線$81.3 可先試 84 及 88 元。

天德地產（266）

年度業績

震雄集團（57）

年度業績

銀河娛樂（27）亦追落後，56 元才有較大阻力；友邦保險（1299）再創新高，逢高套利換

新銳醫藥（6108）

盈警

入落後股較佳；中國平安（2318）仍看破頂（96 元）；招商銀行（3968）及騰訊控股

安全貨倉（237）

年度業績

恒興黃金（2303）

盈警

（700）升幅低於大市，資金似已開始追落後指數股；昨日提出翰森製藥（3692）半新股創

東京中央拍賣（1939）

年度業績

新高無阻力，先看 23-24 元關口。昨晚美股表現不俗，杜指微跌科技股升 0.73%，ADR 指

泛海集團（129）

年度業績

數跌 50 點報 28,570，ADR 股價除騰訊控股（700）、中國聯通（762）及中國人壽

英裘控股（1468）

年度業績

港亞控股（1723）

年度業績

漢國置業（160）

年度業績

結好控股（64）

年度業績

力，手機股舜宇光學（2382）及瑞聲科技（2018）升 4.0/2.9%跑贏大市，舜宇突破 50 天

（2628）外普遍下跌，建設銀行（939）及長和實業（1）跌幅較大。
利好消息：吉利汽車（175）獲延長貸款融資：與花旗環球金融亞洲訂立融資協議，據此，
該公司獲延長一筆本金額最高達 3 億美元為期三年的定期貸款融資。該筆貸款融資將主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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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業地產（832）

出售地皮

建業實業（216）

年度業績

於現有債務再融資及一般企業用途。津上機床中國（1651）年度業績：截至 3 月底止全年
業績，股東應佔溢利 3.68 億元人民幣，按年增長 89.4%。每股盈利 0.96 元，末期息派 0.15
港元。期內，收入 28.51 億元，按年上升 23.19%。六福集團（590）年度業績：截至 3 月

營運數據

底止，全年股東應佔溢利 14.93 億元，按年增長 9.01%，每股盈利 2.54 元，派末期股息 0.6
元。期內，收入 158.6 億元，按年上升 8.79%。香港市場為集團的主要收入來源。其中，香
港市場零售收入增加 11.65%至 74.41 億元；澳門市場收入升 5.06%至 19.27 億元。六福表

數據速覽
昨天恆指

28,621

變動/%

399/1.4%

昨天國企指數

10,897

變動/%

131/1.22%

大市成交（億港元）

784.3

沽空金額（億港元）

106.5

佔大市成交比率

13.6%

上證指數

2996

變動/%

20/0.7%

昨晚道指

26,527

變動/%

-10/0%

金價（美元/安士）

1,423

變動/%

16/1.2%

油價（美元/桶）

59.3

變動/%

-0.1/-0.1%

美國 10 年債息（%）

2.01

變動（點子）

-2bps

人民幣兌換參考價格
賣出

買入

1.14500

1.12680

示，上半年業績雖亮麗，惟下半年因中美貿易戰對宏觀經濟的不利影響，只能維持持平狀
況。截至 3 月底，集團於全球共有 1833 間店舖，淨增加 191 間，其中，淨增加 197 間六
福店舖，遍及港澳、內地、新加坡、馬來西亞、柬埔寨、菲律賓、美國、加拿大及澳洲，內
地的金至尊店舖則淨減少 6 間。泛海酒店（292）年度業績：截至 3 月底止，全年股東應佔
溢利 3.4 億元，按年上升 97.72%，每股盈利 16.8 仙；派末期息 0.65 仙。期內，總收入
11.99 億元，按年增長 42.34%。辰興發展（2286）投資 IPO：旗下間接全資附屬辰興房地
產，以代價 2200 萬美元約 1.72 億港元），按發售價購入晉商銀行（2558）股份，作為國
際發售的一部分，成為其基石投資者。澳至尊（2031）年度業績：截至 3 月底止，全年盈
利 3121 萬元，按年增長 1.49 倍，每股盈利 4.16 仙，派末期息 3 仙。期內，收益 2.89 億
元，上升 19.31%。
利淡消息：新華通訊頻媒（309）年度業績：截至 3 月底止全年股東應佔虧損 1558.2 萬
元，2018 年度同期虧損 3996.4 萬元。每股虧損 0.01 元，不派末期息。期內，收入 4.04 億
元，按年增長 15.76%。大昌集團（88）年度業績：截至 3 月底止，全年股東應佔盈利 2.32
億元，按年下跌 34.71%，每股盈利 0.38 元，派末期息 0.23 元。期內，收入 3.68 億元，按
年減少 66.62%。晨訊科技（2000）盈警：期截至 6 月底止中期業績錄得虧損，預期收入大
幅下降。該公司去年同期錄得溢利 3.3 億元。晨訊科技表示，虧損主因出售無線通訊模塊業
務已於去年上半年完成，今年上半年無錄得收益。中美貿易戰持續升級，增加美國及中國經
濟，以及全球經濟之不明朗因素，導致需求及收入減少。華廈置業（278）年度業績：截至
3 月底止，全年股東應佔溢利 1.37 億元，按年下跌 47.01%，每股盈利 1.13 元；派末期息
11 仙及特別股息 12 仙，合共派息 23 仙。期內，收益 1576.87 萬元，按年上升 19.37%。
天德地產（266）年度業績：截至 3 月底止，全年股東應佔溢利 7366.9 萬元，按年下跌
31.87%，每股盈利 0.16 元；派末期息 0.22 元。期內，收入 6.23 億元，按年減少 3.55%。
震雄集團（57）年度業績：截至 3 月底止，全年盈利 9027.9 萬元，按年下跌 11.38%，每
股盈利 14.3 仙，派末期息 4 仙。期內，收益 16.36 億元，按年減少 1.92%。新銳醫藥
（6108）盈警：預期截至 6 月底止，中期業績將錄得虧損，去年同期為盈利 1417.4 萬元。
安全貨倉（237）年度業績：截至 3 月底止，全年盈利 2.79 億元，按年減少 40.78%，每股
盈利 2.07 元；派末期息 12 仙及特別股息 88 仙，合共派息 1 元。期內，收入 1.42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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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 15.19%。恒興黃金（2303）盈警：預期截至 6 月底止，中期稅後淨利潤減少 25%，
去年同期盈利 1.21 億元人民幣。該公司指出，半年稅後淨利潤減少，主要因為採礦品位的
下降，以及技改設備更換導致期內產量下降。東京中央拍賣（1939）年度業績：截至 3 月
底止，全年盈利 863.2 萬元，按年挫 80.41%，每股盈利 1.99 仙，派末期息 2 仙。期內，收
入 1.66 億元，減少 4.14%。泛海集團（129）年度業績：截至 3 月底止，全年盈利 13.89
億元，按年下跌 5.08%，每股盈利 1.05 元，派末期息 2.7 仙。期內，總收入 22.07 億元，
按年升 26.22%。英裘控股（1468）年度業績：截至 3 月底止，全年股東應佔虧損 8578.2
萬元，每股虧損 1.87 仙；不派末期息。2018 年同期亦虧損 671 萬元，每股虧損 0.15 仙。
期內，收入 1.13 億元，按年減少 43.3%。港亞控股（1723）年度業績：截至 3 月底止，全
年盈利 1594.6 萬元，按年減少 17.77%，每股盈利 4.44 仙，不派末期息。期內，收益 1.95
億元，增長 0.92%。漢國置業（160）年度業績：截至 3 月底止，全年盈利 11.59 億元，按
年減少 61.12%，每股盈利 1.61 元，派末期息 12.5 仙。期內，收入 14.78 億元，下跌
17%。結好控股（64）年度業績：截至 3 月底止，全年盈利 1.95 億元，按年減少
34.35%，每股盈利 2.02 仙，派末期息 1 仙。期內，收益 5.62 億元，按年下跌 3.92%。建
業地產（832）出售地皮：以現金代價 5.27 億元人民幣，出售信陽天恒置業 50.31%股權。
信陽天恒置業及其附屬主要在河南省信陽市羊山新區持有商住地塊。建業實業（216）年度
業績：截至 3 月底止，全年盈利 7.81 億元，按年下跌 61.7%，每股盈利 1.42 元，派末期息
5 仙。期內，持續經營業務收入 14.78 億元，按年減少 17%。
大市回顧：
習近平與美國總統特朗普將於周六在 G20 大阪峰會期間會面，美國財長姆欽周三吹暖風，
稱中美距離貿易協議僅差 10%。美股星期三晚大指數個別發展。
恒指揚 399 點（1.4%），報 28,621 點。國企指數升 131 點（1.2%），報 10,897 點。大市
成交金額約 784.3 億元。內地股市，滬指收報 2,996 點，升 20 點（0.7%），深成指收報
9,239 點，揚 117 點（1.3%）。兩市成交金額合計約 4,758 億元。
藍籌股方面，騰訊（700）上升 1.1%；友邦（1299）升 1.9%；港交所（388）升 1.4%；
建行（939）揚 1.7%；中國平安（2318）揚 0.9%。七一長假期前濠賭股向好，銀娛（27）
漲 3.9%；金沙中國（1928）升 3.2%；永利（1128）升 5.2%。異動股方面，高陽科技
（818）發盈喜，料中期溢利大增，上日應聲彈出，抽升 9.8%。港股昨天上升股份數為
1,101，下跌股份數為 608。整體市況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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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責聲明
本報告所載資訊、工具及資料僅作參考資料用途，並不用作或視作為銷售、提呈或招攬購買或認購本報告所述證券、投資產品或其他金融工具之邀請或要
約，也不構成對有關證券、投資產品或其他金融工具的任何意見或建議。編制本研究報告僅作一般發送。並不考慮接獲本報告之任何特定人士之特定投資
對象、財政狀況及特別需求。閣下須就個別投資作出獨立評估，於作出任何投資或訂立任何交易前，閣下須就本報告所述任何證券諮詢獨立財務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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