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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有利好/淡消息的公司：
利好消息：歌禮製藥（1672）、中國罕王（3788）、自動系統（771）、松齡護老集團

每日觀察名單

（1989）、Cool Link（8491）、中達集團（139）。
是日推介

利淡消息：易緯集團（3893）、萬華媒體（426）、時計寶（2033）、星美控股（198，停

吉利汽車（175）

牌）。
其中可留意的股份：歌禮製藥、自動系統、松齡護老。
其中應特別避免的股份：時計寶。

利好消息

巿場展望及評論：

公司

原因

歌禮製藥（1672）

旗下藥品獲准
開展新型肺炎
臨床研究

[北水湧入、大市上試 10 天線] 昨日早上提出「升近 27,000 阻力漸大」，恒指走勢先高後低
及後有反彈，貼近 27,000 大關前果見獲利及再早前的止蝕沽盤；指數高開 193 點

中國罕王（3788）

盈利預喜

（+0.72%）後再升，最多漲 250 點報 26,926 較上周五高位高，午市初段曾倒跌 34 點，大

自動系統（771）

盈利預喜

松齡護老集團（1989）

盈利預喜

市收報 26,787 升 111 點（+0.42%）三連升，成交維持活躍，再微跌 1.5％至 1,338 億；藍

Cool Link（8491）

收購消毒產品

籌勢頭稍回順但仍是升多跌少，32 升 15 跌 3 持平，仍以落後股如萬洲國際（288）、吉利

分銷商

汽車（175）及恒安國際（1044）升幅較指數大，盤中僅有中國聯通（762）一檔藍籌曾創

中達集團（139）

3.8 億售林肯
道物業

新低，較前日的三檔再減少；成交維持活躍，短期大市上試 10 天線（27,073）的機會亦
增。
四大權重藍籌三升但近期一直帶領大市的騰訊控股（700）下跌 0.2%，看緊前日低位

利淡消息

$384.8；友邦保險（1299）再跑輸僅升 0.06%，繼續留意$77.5 支持；石藥集團（1093）

公司

原因

易緯集團（3893）

盈警

曾漲近一成二，收市升 4.5%成最佳表現藍籌，短線守 18.5 仍可反覆跑贏；銀河娛樂（27）

萬華媒體（426）

盈警

時計寶（2033）

盈警

反彈 1.9%，短線站穩$55 以上才能減低再創新低的風險；異動股中，華虹半導體（1347）

星美控股（198）

內地電影院暫

表示生產及訂單情況正常，並無任何員工感染，反彈至年初 23.45 元難度不大；中國中藥

時停業

（570）價量齊升，旗下熱必寧是隔離病房防控藥物，短期看 4.2 元；高鑫零售（6808）配
合成交越升越有，具破頂之勢。

營運數據

昨晚美股三連升兼升幅擴大，三大指數升 0.4-1.7%以道指表現最佳；夜期亦升 195 點

富力地產（2777）
合景泰富集團（1813）

（+0.73%）報 26,935 高水 148 點，ADR 指數亦升 213 點（+0.79%）報 26,999，ADR

融創中國（1918）

股價全面上升，以三桶油、中國移動（941）、中國聯通（762）及中國人壽（2628）表現

萬科企業（2202）

最佳。

雅居樂集團（3383）

利好消息：歌禮製藥（1672）公司和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同濟醫院開展科研合作。

數據速覽
昨天恆指
變動/%
昨天國企指數
變動/%

26.787
111/0.4%
10,493
59/0.6%

大市成交（億港元）

1,338

沽空金額（億港元）

195

由寧琴教授團隊發起的「評價 ASC09/利托那韋復方片、利托那韋對於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
肺炎確診病例的療效及安全性的隨機、開放、對照的 III 期小樣本臨床研究」，已獲得華中
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同濟醫院倫理委員會批准。寧琴教授是中華醫學會感染學分會副主
任委員，武漢同濟醫院感染性疾病研究所所長。中國罕王（3788）預料，截至去年底止，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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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大市成交比率

14.6%

上證指數

2,842

變動/%

34/1.3%

昨晚道指

29,291

變動/%

483/1.7%

金價（美元/安士）

1,556

變動/%

-15/-0.9%

油價（美元/桶）

51.4

變動/%

1.8/3.7%

美國 10 年債息（%）

1.65

變動（點子）

+3bps

人民幣兌換參考價格
買入

賣出

1.10110

1.12600

年溢利大幅增加 50%左右，2018 年度同期盈利 1.8 億元人民幣。該公司指出，全年盈利上
升，主要因為鐵精礦銷售單價按年提高、收購高純鐵業務及附屬公司撫順罕王傲牛礦業股份
取得高新技術企業資格，並適用 15%的所得稅稅率。自動系統（771）預料，截至去年底
止，全年收入及除稅後溢利按年分別錄得多於 20%增長；2018 年度同期收入 23.44 億元，
盈利 8433.3 萬元。該公司認為，收入和除稅後溢利增長，主要因為在香港、澳門、亞太地
區及歐美地區的常規業務新簽訂單按年增長約 30%。松齡護老集團（1989）「舖王」鄧成
波及其兒子鄧耀昇以總代價 7.73 億元，向該公司控股股東 Pine Active Care 購入約 4.69 億
股，相當於該公司已發行股本約 52%。同時，Pine Active Care 與要約方鄧耀昇訂立認購期
權契據，分兩次合共可再購入 7%股權。收購股份交易完成後，要約方及其一致行動人士將
持有 4.74 億股，相當於該公司已發股本約 52.55%。按收購守則規則須提出要約全購，每股
現金要約價 1.647 元，較昨日該公司收市價 0.8 元，溢價約 1.06 倍。鄧耀昇為陞域集團主
席，以及易通訊集團（8031）的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要約方將維持該公司現有主要業務及
上市地位。Cool Link（8491）就收購一間獲授在香港、澳門及新加坡獨家分銷「美衛加
Miriguard」產品及使用該品牌商標的消毒及殺菌產品公司，與 Dove Biotech Asia Limited
訂立買賣協議。「美衛加 Miriguard」產品獲認證能有效根絕包括冠狀病毒等多種病毒及細
菌。集團主席兼執行董事陳少義表示，有見及近期爆發的新型冠狀病毒，香港及多個國家的
洗手及消毒產品短缺，公司將捐贈 5000 瓶「美衛加 Miriguard」產品，予中國內地、香
港、新加坡的醫護專業人員及有需要人士。此外，公司已訂購逾 20 萬個口罩，並計劃捐贈
予香港有需要人士，預期於數月內發貨。中達集團（139）公布訂立初步買賣協議，出售九
龍林肯道 2 號物業，作價 3.8 億元，預期將錄得虧損約 1036.9 萬元。所得款項將用作集團
一般營運資金。該物業之建築面積約 6702 平方呎，實用面積約 6659 平方呎。物業為 3 層
高花園洋房，地下設有泳池、內置樓梯及升降機。該物業目前用作住宅用途。公司稱，鑑於
目前之物業市況，董事會預期香港之住宅物業市場將於日後進一步衰退。因此，認為建議出
售事項及物業出售乃實現集團投資之合適機會。
利淡消息：易緯集團（3893）預料，截至去年底止中期綜合淨虧損擴大至約 750 萬元至
850 萬元。該公司 2018 年度同期股東應佔虧損 93 萬元，每股虧損 0.04 仙。易緯解釋，預
期虧損擴大，主要由於收入及毛利減少，因集團若干主要客戶減緩推行其有關翻新及開設新
店之業務策略；以及香港的社會動盪對集團在香港的業務產生不利影響。萬華媒體（426）
預期截至去年 12 月底止，第三季度將錄得虧損約 80 萬元，相比 2018 年同期則錄得溢利約
430 萬元。公司指出，主要由於本地經濟疲弱導致廣告收入減少所致。集團截至去年 12 月
底止 9 個月持續經營業務的表現亦受本季度虧損拖累。時計寶（2033）預料，截至去年底
止，半年盈利按年減少約 20%，對上一個年度同期盈利 1.2 億元。該公司認為，中期盈利下
跌，主要由於期內終止經營全球分銷第三方獲授權國際品牌手錶業務分類的虧損；由於該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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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業務所營運的地理位置，即美國、內地及香港的手錶市場營運環境欠佳，而導致成本及費
用增加。星美控股（198）決定於中國大陸地區電影院，由即日起暫時停業，並根據疫情發
展情況和政府相關政策決定重新開業。另外，部分內地子公司的辦公室已暫時關閉，亦已要
求香港主要辦公室員工在家工作。這些遏制措施拖延該公司與本公司的核數師原定進行的審
計工作進度，預期將需更多時間完成審核工作以落實業績。該公司將與審計師制定可行及切
實的審計時間表，並預期為審議和批准業績而舉行的董事會會議將於本月 28 日或之前舉
行。
營運數據
營運數據：富力地產（2777）1 月權益合約銷售總額約 61.8 億元人民幣，按年下跌
10.3%。期內，合約銷售面積約 53.45 萬平方米，按年減少 4.55%。合景泰富集團（1813）
今年 1 月預售額 51.65 億元人民幣，按年增加 1.21%。期內，預售建築面積約 27.9 萬平方
米，按年減少 10.58%。融創中國（1918）1 月實現合同銷售金額約 186.3 億元人民幣，按
年減少 22.25%；合同銷售面積約 135.8 萬平方米，下跌 14.7%；合同銷售均價約每平方米
13720 元。萬科企業（2202）1 月合同銷售金額 549.1 億元人民幣，按年增長 12.34%；實
現合同銷售面積 333.5 萬平方米，上升 4.97%。雅居樂集團（3383）1 月的預售金額 50.2
億元人民幣，按年下跌 18.51%。期內，對應建築面積為 30 萬平方米，按年減少 27.36%；
平均價為每平方米 16760 元。
大市回顧：
1 月財新中國服務業 PMI 錄得 51.8，回落 0.7 個百分點，創 2019 年 11 月以來最低，低於
預期 52。財新中國綜合 PMI 錄得 51.9，下降 0.7 個百分點，為 4 個月最低；多家券商發表
報告指內地新型冠狀病毒對中國及全球經濟活動帶來衝擊，或造成全球經濟增長速度放緩
0.15 – 0.3%；美股三大指數週二連續兩日造好，納指再度破頂。離岸人民幣兌美元報 7.01
水平。恒指升 111 點（0.4%），報 26,787 點。國企指數升 59 點（0.6%），報 10,493
點。大市成交金額約 1,338 億元。內地股市，滬綜指重上 2,800 點關，曾漲 2.13%，高見
2,842 點，收市升 34 點（1.25%），報 2,818 點，連續二天上漲；深成指漲 215 點
（2.14%），報 10,305 點，高位曾飆 3.52%，至 10,445 點、
藍籌股方面，騰訊（700）跌 0.2%；友邦（1299）漲 0.1%；港交所（388）反彈 1.0%；
建行（939）漲 1.2%；中國平安（2318）升 0.6%；匯豐（5）回吐 0.4%。中國工程院院
士、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成員李蘭娟團隊，昨日在武漢公布治療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
炎的最新研究成果，建議將阿比多爾、達蘆那韋兩種藥物列入國家衛健委《新型冠狀病毒感
染的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六版)》，相關概念股造好。石藥集團（1093）升 4.5%；石四藥
（2005）漲 3.4%。
異動股方面，特斯拉（TSLA）自年初股價暴漲，截止周二收市 YTD 升幅達 112%，帶動其
起相關概念股的內地原料鋰業龍頭贛鋒鋰業（1772）大升 20.9%。港股上交易日上升股份
數為 1024，下跌股份數為 7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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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