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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有利好/淡消息的公司：
利好消息：華電國際電力（1071）、正商實業（185）、新創建（659）、首都機場

每日觀察名單

（694）、中國中鐵（390）、保利置業集團（119）、越秀交通基建（1052）、第一太平

是日推介

（142）。

香港寬頻（1310）

利淡消息：新鴻基地產（16）、新濠國際發展（200）、華章科技（1673）。
其中可留意的股份：越秀交通基建、第一太平。
利好消息

其中應特別避免的股份：新鴻基地產。

公司

原因

華電國際電力（1071）

收購資產

正商實業（185）

收購資產

新創建（659）、首都機

資產變現

巿場展望及評論：
[周末前窄幅上落，下周才有突破] 昨天早上提及「落後藍籌發力，短期目標 27,566 下跌裂

場（694）

口頂部」，恒指借特朗普宣佈延遲部份中國進口貨物關稅，高開 125 點見 27,284 但已屬全

中國中鐵（390）

工程中標

保利置業集團（119）

土地遭收回獲
賠償

好表現的本地地產股，恒指最低見 26,967 跌 192 點稍破 50 天線（26,998），收報 27,088

越秀交通基建（1052）

收購資產

第一太平（142）

擬拆分附屬公
司上市

跌 71 點（-0.26%），跌市成交跌 14%至 768 億，受惠 A 股好表現，國企指數收市升
0.26%與恒指背馳；藍籌勢頭回復正常水平 24 升 23 跌 3 持平，短線支持 50 天線及已快速
上升的 10 天線 26,422，仍看短期目標為上月一日的收市價 27,566 亦為下跌裂口頂部。

利淡消息
公司

原因

新鴻基地產（16）

業績

新濠國際發展（200）

私有化飲食失

港交所（388）溢價收購，市場反應負面或需再試 230 元以下；萬洲國際（288）受惠貿易

效
華章科技（1673）

日最高位，藍籌中沽盤集中在港交所（388，跌 3.5%）、友邦（1299，跌 1.4%）及前天有

戰緩和消息漲 3.9%，短炒目標 7.7-7.8 元；我們一直看好的中國平安（2318）逆市升 1.4%
創月高，將為大市領頭羊；友邦保險（1299）繼續修正早前跑贏的升幅，逢低仍可吸納；瑞

盈警

聲科技（2018）似調整完畢，基本面一般但值搏率較舜宇光學（2382）高，短線可試 43
營運數據

元；蒙牛乳業（2319）調整一成半後反彈，短線如能上破裂口底部 31.45 元則可挑戰 33 元

中國南方航空股份（1055）
眾安在綫（6060）

關；創科實業（669）亦為貿易紛爭緩和的受惠者，企穩$58.5 可再探頂；新鴻基地產
（16）業績較預期差但派息增加，利好刺激料有限兼短暫，板塊不屬市場焦點。

數據速覽
昨天恆指
變動/%
昨天國企指數
變動/%

27,087
-71/-0.3%
10,592
27/0.3%

大市成交（億港元）

768

沽空金額（億港元）

113

佔大市成交比率

14.7%

上證指數

3,031

變動/%
昨晚道指

22/0.8%
27,182

其他股份方面，新奧能源（2688）重上 100 天線，不失守可以挑戰 85 元；佳兆業
（1638）突破阻力 3.1 元，進一步上望 3.4 元；同程藝龍（780）配合成交逆市企穩 13 元
阻力，短期有望重返早前的 15 元橫行區；比亞迪電子（285）走勢自上週 V 型反彈，相信
短期突破 12 元難度不大，繼續上望至 12.8 元；建滔集團（148）突破並企穩 100 天線，但
短期成交有所回落，可以在 20.5 元水平留意，看 22 元。
美股昨晚維持升勢惜未能高收，三大指數僅升 0.2-0.3%收市，ADR 指數回吐 22 點（0.08%）報 27,065，ADR 股價個別發展，以三桶油及中國聯通（762）回吐較多；中國人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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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2%

金價（美元/安士）

1,497

變動/%

3/0.2%

油價（美元/桶）

55.0

變動/%

-0.7/-1.3%

美國 10 年債息（%）

1.79

變動（點子）

+3bps

人民幣兌換參考價格
賣出

買入

1.09510

1.11990

（2628）、友邦保險（1299）及匯豐控股（5）逆市上升。
利好消息：華電國際電力（1071）以代價 9204.03 萬元人民幣，向控股股東中國華電附
屬，收購安徽省六安發電部分資產。收購的資產為六安發電所有的部分構築物、機器設備、
車輛及原材料。正商實業（185）以總代價 2.9 億元人民幣，收購河南省兩幅住宅用地。兩
幅地皮均位於河南省新鄭市薜店鎮，佔地面積分別約 5.05 萬平方米及 3.37 萬平方米。新創
建（659）、首都機場（694）新創建（659）旗下 Fortland Ventures，在 9 月 9 日以每股
平均 6.5 元，在場外出售首都機場（694）約 1.202 億股，套現約 7.81 億元。交易完成後，
Fortland Ventures 持股由 6.39%降至 0。中國中鐵（390）旗下全資子公司中鐵國際集團，
以及中鐵十局集團組成的合營公司，中標所羅門金嶺金礦項目施工總承包工程。項目工程內
容主要包括一期工程和二期工程；其中，一期工程為露天剝採工程；二期工程主要為深部開
拓工程、地下採礦工程、道路橋樑工程、新尾礦庫工程、碼頭工程、水電站工程等。該項目
竣工日期為所羅門政府批准的金嶺金礦項目營運的截止日，目前日期為 2034 年 3 月 12
日；若所羅門政府批准延長項目營運期，竣工日期則自動延長為新的營運截止日。項目中標
金額約 8.25 億美元約 57.8 億元人民幣，約佔該公司中國會計準則下 2018 年營業收入的
0.78%。保利置業集團（119）旗下附屬持有 30%股權的一幅澳門地皮，近日已被澳門政府
收回，故已獲全額償付對地皮作出的 37.5 億元投資額。地皮面積約 5.66 萬平方米，位於路
環島，毗鄰田畔街，物業登記局註冊編號為 6150。該公司認為，澳門政府收回該地皮對現
有業務運作與財務狀況、其股東整體利益均無重大不利影響。越秀交通基建（1052）以現金
交易總價 59.99 億元人民幣，向廣州越秀企業集團收購在湖北省經營 3 條高速公路的公司的
股權。該公司擬通過銀行併購貸為交易總價款的約 60%融資，約 40%則以該公司的內部財
務資源支付。該 3 條高速公路，包括大廣南高速、漢蔡高速及漢鄂高速。第一太平（142）
菲律賓聯號公司 Metro Pacific Investments，擬分拆從事醫院業務的 MPHHI 獨立上市。
MPHHI 在菲律賓營運醫療網絡，於醫院、診所、癌症中心、護理學院及中央臨床實驗室中
擁有權益。MPHHI 擬要約發售最多 4.17 億股普通股，預期會籌集 59.5 億菲律賓披索（約
8.93 億港元）。其中，約 67%將會用於新增醫院、癌症中心、診所及新的醫療護理業務，
約 24%將會用作 MPHHI 現有醫院之額外投資，而其餘 8%則預期用作一般企業用途。
利淡消息：新鴻基地產（16）截至 6 月底止年度業績，全年基礎溢利增 6.5% ，每股基本盈
利 15.5 元，末期息派 3.7 元。期內，收入 853.02 億元，按年下跌 0.4%。新濠國際發展
（200）建議私有化香港仔飲食的議案失效。該公司指出，未能在法院會議上獲獨立股東最
少 75%票數批准，以及在法院會議上多於 10%的獨立股東反對，因此協議安排未能生效及
已經失效。香港仔飲食主要於香港仔經營名為「珍寶海鮮舫」的食府。華章科技（1673）預
期截至 6 月底止，全年虧損約 1.33 億元人民幣，去年同期盈利 4828.51 萬元。該公司指
出，全年由盈轉虧，主要因為期內物流及倉儲服務業務的可收回金額低於該業務賬面值，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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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性商譽減值虧損約 1.08 億元。此外，就 2017 年收購流漿箱業務的或然代價，支付一次性
支出約 3040 萬元；同時，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確認減值增加約 2860 萬元，因為若干
客戶有財務困難，且無法在此經濟環境下及時償還應收款項。
營運數據
營運數據：中國南方航空股份（1055）8 月客運運力投入按年上升 10.17%，其中國內和國
際分別按年上升 9.54%、12.21%，地區下降 3.15%。期內，旅客周轉量按年上升 10.35%；
客座率為 85.99%，按年增加 0.14 個百分點。貨運方面，8 月貨運運力投入按年增加
5.53%；貨郵周轉量下跌 3.09%；貨郵載運率為 49.04%，下降 4.36 個百分點。眾安在綫
（6060）首 8 個月原保險保費收入總額約 86.21 億元人民幣，按年上升 19%。
大市回顧：
中國豁免部分美國貨關稅後，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就 2500 億美元中國商品關稅稅率由
25%調高至 30%的日期，從 10 月 1 日押後至 10 月 15 日。隔晚美股造好。離岸人民幣兌
美元升穿 7.1 關口，報 7.09。恒指跌 71 點 （0.3%），報 27,087 點。國企指數漲 27 點
（0.3%），報 10,592 點。大市成交金額約 768 億元。內地股市，滬綜指升 22 點
（0.8%），報 3,031 點；深成指漲 66 點（0.7%），報 9,919 點。兩市成交金額合計約
5,373 億元。
藍籌股方面，騰訊 （700）升 1.0%；友邦 （1299）回吐 1.4%；港交所 （388）跌 3.5%；
建行 （939）挫 0.5%；中國平安 （2318）漲 1.5%。有報道指美國總統特朗普可能放寬對
伊朗的原油禁運措施，國際油價周三顯著回落，創下逾一周低位，內航股造好。南方航空
（1055）上升 3.5%；國航（753）揚 3.3%。東航（670）漲 2.2%。
異動股方面，南方能源（1573）在近期 4 日之間暴漲 560%後，股價出現回吐，挫
38.0%。港股昨日上升股份數為 933，下跌股份數為 727。整體市況好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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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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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