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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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68  -2.78 -1.51 
恒生国企        11,493  -3.18 -1.85 
上证综指          2,908  -3.78 -12.08 
深证综指          1,594  -5.77 -16.07 
美国道琼斯        24,700  -1.56 -0.08 
美国标普 500          2,763  -0.61 3.33 
美国纳斯达克          7,726  -0.27 11.91 
德国 DAX        12,678  -2.56 -1.86 
法国 CAC          5,391  -2.02 1.47 
英国富时 100          7,604  -0.39 -1.09 
日本日经 225        22,278  -2.51 -2.14 
澳洲 ASX 200          6,102  0.13 0.61 
台湾加权        10,904  -1.65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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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24  -2.79 -1.24 
恒生公用事业        17,742  -3.10 -2.28 
恒生地产        40,382  -2.05 0.73 
恒生工商业        53,660  -1.78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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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深港通 (南下)             (5.5) 
沪港通 (北上)           (19.8) 
深港通 (北上)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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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球股市下挫，恒指 250 天线有短期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加码对 2,000
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 10%进口关税，贸易战风险拖累环球股市。港股昨日
创逾四个月最大跌幅，恒指跌 841 点，大市成交急增至 1,529 亿港元。A 股跌
幅更大，上证综指跌 3.78%。恒指成份股几乎全线下跌，腾讯(700 HK)再度跌
穿 400 元。昨夜欧美股市亦下跌，道指跌 287 点或 1.15%，连跌 6 日，抹去
今年以来升幅。资金涌入美元、日圆及债券避险，美汇指数升至 95 以上。由
于恒指昨日已大跌，今日未必再随美股下挫，反而于 250 天平均线 29,251 料
有初步支持，但贸易战料持续困扰市场，加上半年结令内地及香港均有资金紧
张的压力，料恒指短期反弹乏力，三万点心理关口有颇大阻力。 

 

每日一股：波司登(3998 HK) 

 基本因素：贸易战升温，内需股较不受打击，防守力较强。波司登是内地羽绒
服龙头，近三年业绩显著复苏，每股盈利于 16 年度及 17 年度（3 月年结）分
别增长 113%及 19%，并已就 18 年度发盈喜，预计盈利增长约 50%，主要由
于公司对产品品质、销售渠道、品牌形象以及零售运营进行全面升级，使得旗
下各个羽绒服品牌波司登、雪中飞和冰洁均取得理想的收入增长，电商销售和
线下收入分别同比增长约 50%和 20%，以及把握时装行业的发展机会，公司
旗下的各个时尚女装品牌杰西、邦宝、柯利亚诺及柯萝芭的收入及净利润也录
得显著增长。波司登之 19 年度预测市盈率约 12 倍，较内地服装股如利郎
(1234 HK)及江南布衣(3306 HK)之 14 倍及 19 倍低。 

 技术分析：今年以来股价沿上升轨向上，突破近三年之大型横行区阻力后，升
势转急，近三日随大市回落，消化超买情况，但跌幅不大。 

 买入：0.94 元       目标：1.2 元      止损：0.87 元 

 
资料来源：彭博、招银国际研究 

 

经济及行业速评 

 油组周五开会，料难达增产共识。石油输出国组织将于本周五开会，部份非油
组产油国亦会出席，讨论应否放宽甚至取消现时的减产，以填补部分产油国因
受美国制裁而导致的原油供应缺口。俄罗斯能源部长表示，期望各国能同意增
加每日产出 150 万桶。但据报伊朗、委内瑞拉及伊拉克均不打算接受增产。伊
朗石油部长指石油市场仅面对政治问题，而非供需不平衡，绝不同意任何幅度
增产。近期油价回落，某程度已反映增产的预期，估计会议能否达成共识将影
响油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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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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讯控股 700 科网 36.8 27.8 0.2 113.9 396.8 251.0% 12.6%

领展房产基金 823 房产基金 26.7 24.2 3.6 46.04 70.95 64.9% 9.7%

中国人寿 2628 保险 11.6 10.0 2.3 22.84 21.35 -4.4% 4.9%

友邦保险 1299 保险 18.1 16.1 1.5 47.00 67.40 45.3% 7.2%

瑞声科技 2018 科技 18.4 14.8 1.8 131.9 116.3 -11.8% 4.7%

汇丰控股 5 银行 13.2 12.4 5.3 74.92 74.60 2.8% 6.2%

中国银行 3988 银行 5.4 5.0 5.4 3.84 3.96 8.5% 5.1%

香港交易所 388 金融 32.1 28.1 2.2 208.0 247.8 20.5% 6.4%

新天绿色能源 956 新能源 5.8 5.1 5.5 2.13 2.28 12.8% 6.4%

睿见教育 6068 教育 34.2 26.1 1.2 4.80 6.80 43.1% 6.8%

中海物业 2669 物业管理 21.5 17.7 1.1 2.20 2.64 20.6% 5.8%

神威药业 2877 医药 17.1 14.1 0.9 8.49 15.18 81.9% 4.5%

大家乐 341 餐饮 23.0 20.1 4.2 19.88 19.44 -1.8% 6.0%

三一国际 631 机械 12.1 10.2 0.0 2.99 2.78 -6.9% 4.9%

現金 (8.9%) 8.9%

46.8%

7.0%

数据来源：彭博、招银国际证券 (截至2018年6月15日)

股息率
(%)

买入价
(港元)

收市价
(港元)股份

下年度
预测市盈率代号 行业

本年度
预测市盈率

组合整体回报  (2018年度)

占组合比重

总回报
(连股息)

组合整体回报  (由2014年1月13日成立起计)

买卖部署及回顾

        短线部份部署：候 0.92元买入波司登(3998)，占组合 4%

長綫 (56.7%)

短綫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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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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环花园道三号冠君大厦 45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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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