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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主要股市上日表现 

 收市价 
升 跌（%） 

单日 年内 

恒生指数  23,826  -0.41 8.30 

恒生国企  9,984  -0.60 6.27 

上证综指  3,171  -0.81 2.16 

深证综指  1,932  -0.72 -1.86 

美国道琼斯  20,404  -0.58 3.25 

美国标普 500  2,338  -0.17 4.44 

美国纳斯达克  5,863  0.23 8.92 

德国 DAX  12,016  0.13 4.66 

法国 CAC  5,004  0.27 2.91 

英国富时 100  7,114  -0.46 -0.40 

日本日经 225  18,432  0.07 -3.57 

澳洲 ASX 200  5,804  -0.56 2.44 

台湾加权  9,640  -1.09 4.18 

资料来源：彭博 

 

 
港股分类指数上日表现 

 收市价 
升 跌（%） 

单日 年内 

恒生金融  31,815  -0.61 4.97 

恒生公用事业  14,220  -0.10 10.36 

恒生地产  33,873  -0.56 16.84 

恒生工商业  53,877  -0.60 7.67 

资料来源：彭博 

 

 
沪港通及深港通上日耗用额度 

 亿元人民币 

沪港通 (南下) 4.12 

深港通 (南下) 0.32 

沪港通 (北上) 4.51 

深港通 (北上) 7.75 

资料来源：彭博 

 

        每日投资策略 

大市展望 · 每日一股 · 行业速评 
  

港股大市展望 

 港股再创一个月低位。外围因素仍不明朗，港股续在低位徘徊，恒指曾低见
23,723，午后在腾讯(700 HK)及吉利(175 HK)的支持下，港股跌幅收窄，恒指
最后收 23,826，下跌 98 点，成交 722 亿元。昨晚美股受 IBM(IBM US)业绩拖
累及油价下跌而表现欠佳，道指及标普分别跌 118点及 4 点，料影响今天港股
投资气氛，预期港股继续寻底，恒指支持位 23,500。 

 

每日一股：石药集团(1093 HK) 

 基本因素：石药公布正考虑可能分拆其咖啡因原料药业务及一些维 C保健品业
务于内地上市。公司 2016年咖啡因业务收入及经营溢利 7.6 亿港元及 1.75亿
港元。分拆盈利能力较低非核心业务，可凸显公司高端创新药业务，长期来看
应对公司估值有正面帮助。 

 技术分析：昨天股价已突破高位，技术指标向好，14 天 RSI 为 70.5，持续向
上，且 MACD 出现突破，预料股价继续向高位进发。 

 买入：10.5 元       目标：11.65 元      止损：10.2 元 

 
资料来源：彭博、招银国际研究 

 

经济及行业速评 

 IMF 上调 2017 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测至 6.6%。IMF 发布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
报告》，今年全球经济增速将继续保持强劲，但风险下行压力仍然不容小觑。
预计 2017 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 3.5%。中国经济未来两年增速较快，今年增速
预期为 6.6%， 2018年的增速预期为 6.2%。 

 国务院将增值税率由四档降至三档。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决定推出进一步减税
措施，从 7月 1日起，增值税税率由四档减至 17%、11%与 6%三档，取消 13%的
税率；并将农产品、天然气等增值税税率由 13%降至 11%。预计全年将再减轻
各类市场主体税负 3800多亿元人民币。 

 

  

 

招银国际研究部 
  

 

市
场
策
略  



 

敬请参阅尾页之免责声明 

招银国际模拟港股投资组合 

 
 

招银国际证券于 2014 年 1 月 13 日成立模拟港股投资组合。每个交易日收市后，上载至 
招银国际公司网页，客户登入帐户便可参阅。 

 

以上模拟投资组合由招银国际证券有限公司(“本公司”)设计，资料仅作参考之用，本公司对以上资讯的准确性

和可靠性不能亦不会作任何保证或承担，幷对基于该等资料或有关的错漏或延误而作出的任何决定或导致的损失

或损害概不负责。 

当中股票投资分为「中长线」及「短线」部分： 

「中长线」部份为核心持股，占模拟投资组合较大比重（50%至 70%），主要投资基本因素良好及/或估值偏低之

股票。预期买卖频率较低。 

「短线」部份占模拟投资组合的比重较小（0%至 50%），主要投资预期短期内较具上升动力的股票。除了基本因

素及估值，亦受消息、传闻、技术指标等等所影响。此部分可能波动性较高，亦未必适合中长线投资。 

模拟投资组合仅属于非使用真实金钱之虚拟投资，不可作为或被视为以主事人或代理人身份邀请或提请任何人士

作为证券买卖，亦不构成任何投资、法律、会计或税务方面的最终操作建议。模拟投资组合所提及的任何投资都

可能涉及相当大的风险，且可能不适合所有投资者，幷没有把任何个人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和特殊需求考虑进

去。过去的表现亦不代表未来的表现，未必对实际组合的未来表现有指示作用。本公司建议投资者独立评估投资

策略，幷咨询专业财务顾问以便作出投资决定。任何参考本模拟投资组合所作的投资决定，完全由投资者自己承

担风险。 

模拟投资组合所载资料，基于本公司认为可靠且已经公开的资讯，本公司力求但不担保这些资讯的准确性、有效

性和完整性。本公司可发布其它与模拟投资组合所载资料及/或结论不一致的报告。本公司、其联属或关联公司、

董事、关联方或雇员，可能持有模拟投资组合内所述或有关之证券，幷可能不时进行买卖，还可能与这些公司具

有其他相关业务联系。因此，投资者应注意本模拟投资组合可能存在的客观性及利益冲突的情况，本公司将不会

承担任何责任。 

如需索取更多有关证券的资讯，可向我们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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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及披露  
 

分析员声明 
负责撰写本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之分析员，就本报告所提及的证券及其发行人做出以下声明：（1）发表于本报告的观点准确地反映有关于他们个人

对所提及的证券及其发行人的观点；（2）他们的薪酬在过往、现在和将来与发表在报告上的观点并无直接或间接关系。 

 

此外，分析员确认，无论是他们本人还是他们的关联人士（按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操作守则的相关定义）（1）并没有在发表研究报告 30

日前处置或买卖该等证券；（2）不会在发表报告 3 个工作日内处置或买卖本报告中提及的该等证券；（3）没有在有关香港上市公司内任职高级人员；

（4）并没有持有有关证券的任何权益。 
 

招银证券投资评级 
买入 : 股价于未来 12个月的潜在涨幅超过 15% 

持有 : 股价于未来 12个月的潜在变幅在-10%至+15%之间 

卖出 : 股价于未来 12个月的潜在跌幅超过 10% 

未评级 : 招银国际并未给予投资评级 

 
 

招银国际证券有限公司 
地址: 香港中环夏悫道 12号美国银行中心 18楼 1803-04室 电话: (852) 3900 0888 传真: (852) 3900 0800 

 

招银国际证券有限公司(“招银证券”)为招银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之全资附属公司 (招银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为招商银行之全资附属公司)  

 

 

重要披露 
本报告内所提及的任何投资都可能涉及相当大的风险。报告所载数据可能不适合所有投资者。招银证券不提供任何针对个人的投资建议。本报告没有

把任何人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和特殊需求考虑进去。而过去的表现亦不代表未来的表现，实际情况可能和报告中所载的大不相同。本报告中所提及

的投资价值或回报存在不确定性及难以保证，并可能会受目标资产表现以及其他市场因素影响。招银证券建议投资者应该独立评估投资和策略，并鼓

励投资者咨询专业财务顾问以便作出投资决定。 

 

 

本报告包含的任何信息由招银证券编写，仅为本公司及其关联机构的特定客户和其他专业人士提供的参考数据。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达的意见皆不可

作为或被视为证券出售要约或证券买卖的邀请，亦不构成任何投资、法律、会计或税务方面的最终操作建议，本公司及其雇员不就报告中的内容对最

终操作建议作出任何担保。我们不对因依赖本报告所载资料采取任何行动而引致之任何直接或间接的错误、疏忽、违约、不谨慎或各类损失或损害承

担任何的法律责任。任何使用本报告信息所作的投资决定完全由投资者自己承担风险。 

 

 

本报告基于我们认为可靠且已经公开的信息，我们力求但不担保这些信息的准确性、有效性和完整性。本报告中的资料、意见、预测均反映报告初次

公开发布时的判断，可能会随时调整，且不承诺作出任何相关变更的通知。本公司可发布其它与本报告所载资料及/或结论不一致的报告。这些报告均

反映报告编写时不同的假设、观点及分析方法。客户应该小心注意本报告中所提及的前瞻性预测和实际情况可能有显著区别，唯我们已合理、谨慎地

确保预测所用的假设基础是公平、合理。招银证券可能采取与报告中建议及/或观点不一致的立场或投资决定。 

 

 

本公司或其附属关联机构可能持有报告中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头寸并不时自行及/或代表其客户进行交易或持有该等证券的权益，还可能与这些公

司具有其他相关业务联系。因此，投资者应注意本报告可能存在的客观性及利益冲突的情况，本公司将不会承担任何责任。本报告版权仅为本公司所

有，任何机构或个人于未经本公司书面授权的情况下，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转售、转发及或向特定读者以外的人士传阅，否则有可能触犯相

关证券法规。 

 

如需索取更多有关证券的信息，请与我们联络。 

 

对于接收此份报告的英国投资者 

本报告仅提供给符合(I)2000年英国不时修订之金融服务及市场法令 2005年(金融推广)令(“金融服务令”)第 19(5) 条之人士及(II) 属金融服务令

第 49(2) (a) 至(d) 条(高净值公司或非公司社团等)之机构人士，未经招银证券书面授权不得提供给其他任何人。 

 

对于接收此份报告的美国投资者 

本报告仅提供给美国 1934 年证券交易法规则 15a-6 定义的 “主要机构投资者”，不得提供给其他任何个人。接收本报告之行为即表明同意接受协议

不得将本报告分发或提供给任何其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