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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市场评论 — 2018 年 2 月 13 日

各地主要指数 

 收报 变动 变幅 

恒生指数 29,459 -47 -0.16% 

中国企业指数 11,900 -1 -0.01% 

港中资企业指数 4,305 -17 -0.39% 

创业板指数 237 +2 +1.13% 

主板总成交金额 1,349.1 亿元 

 

内地指数  收报 变动 变幅 

上证综合指数 3,154 +24 +0.78% 

上海 A 股指数 3,303 +25 +0.77% 

上海 B 股指数 320 +4 +1.45% 

深圳 A 股指数 1,802 +46 +2.65% 

深圳 B 股指数 1,134 +24 +2.17% 

沪深 300 3,890 +49 +1.29% 

 

环球指数 收报 变动 变幅 

道琼斯 24,601 +410 +1.70% 

纳斯达克 6,981 +107 +1.56% 

标准普尔 500 2,656 +36 +1.39% 

伦敦富时 100 7,177 +84 +1.19% 

法兰克福 DAX 12,282 +220 +1.83% 

巴黎 CAC40 5,140 +66 +1.31% 

日经平均指数 21,382 -508 -2.32% 

首尔 KOSPI 指数 2,385 +21 +0.91% 

台北加权指数 10,421 +49 +0.48% 

悉尼普通股指数 5,919 -17 -0.30% 

海峡时报指数 3,383 +6 +0.20% 

 

 

香港股市概要 

恒指高开低走受制 100 天线，以全日低位收市，跌 47

点至 29,459 点；主板总成交金额大减至 1,349.1 亿元。 

联通（762）跌 2.7%至 9.98 元，为最大跌幅蓝筹股，中

移动（941）和中电信（728）分别跌 0.8%和 1.4%。国

际油价下跌，内地三大油企跌幅介乎 0.3%至 2.2%，中

海油服（2883）和联合能源（467）分别跌 2%和 1.7%。

航空股造好，国航（753）升 5.7%至 10.84 元，南航

（1055）和东航（670）分别升 5.2%和 3.6%。医药股

跑赢大市，石药集团（1093）旗下抗微管药物获颁发药

品注册批件，股价弹6.5%至16.64元，复星医药（2196）

和中生制药（1177）分别升 7.2%和 5.7%。 

 

恒指技术分析： 

29,500 点上落 

   

外国市场摘要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 2019 年度财政预算，要求国会授

权未来 10 年动用 2,000 亿美元，以推动 1.5 万亿美元

的基建投资；并上调今年美国实际生产总值预测，由之

前预期的 2.4%至，调升至 3%。科技股受追捧，苹果（US：

AAPL）升 4%，为最大升幅道指成分股，亚马逊（US：

AMZN）亦升 3.5%。金融股造好，高盛（US：GS）及

摩通（US：JPM）均升 1.5%。美股连续两日造好，其

中道指一度升升 574 点，收市升 410 点至 2,4601 点。

反映市场恐慌情绪的 VIX 指数则回落至 25.61。美汇指

数回落，跌至 90.1 水平。 



  

 

每日投资点评 

康哲药业（867） 

 

买入价︰15.5 元 

目标价：18 元 

止蚀位︰14.5 元 

 

 

数据源：Bloomberg 

 

 
康哲药业（867）主要从事推广及销售处方药品，近年销

售规模持续扩张，目前直接网络已覆盖全国超过 44,000

家医院及医疗机构，代理商网络已覆盖全国约 7,900 家医

院及医疗机构，具有竞争力。去年 9 月初，集团与创新型

生物技术公司 Destiny Pharma 签署一份有法律约束力的

投资、开发与商业化框架协议。集团将获得研发、生产、

销售及商业化 Destiny Pharma 现有产品组合，在中国等

亚洲国家（不含日本）的特定资产的权利。Destiny Pharma

是一家临床研发阶段的创新型生物技术公司，专注于代表

传染性疾病治疗新路径的新型药物的开发，目前已在伦敦

交易所另类投资市场上市，合作前景值得看好。 

去年上半年，集团纯利按年增长23.1%至8.05亿元（人民

币，下同），营业额按年增加23.4%至26.86亿元。期内，

毛利率按年增加3.6个百分点至61.9%；若将「两票制」收

入还原则，集团的毛利率为59.1%，按年减少0.6 个百分

点，主要因为产品销售价格下降。截至去年6月底，集团有

5个正在办理进口注册申请的产品，其将在获得CFDA颁发

的进口药品注册证后对集团的收入产生贡献。去年7月底，

集团用于治疗急性心力衰竭的「新活素」，被纳入为国家医

保目录，将有利扩大该药的市场份额。 

 

 

信义光能（968） 

 

买入价︰3.1 元 

目标价︰3.6 元 

止蚀位：2.9 元 

 

 

数据源：Bloomberg 

 
内地污染问题严重，中央支持使用清洁能源。工信部早前

公布，为进一步规范内地光伏产业发展，推动产业转型升

级，打算下一步推出智能光伏产业行动计划，加强行业规

范管理，料为行业带来更多机遇。信义光能（968）主要从

事生产及销售太阳能玻璃产品，有望从中受惠。集团生产

基地分别位于安徽芜湖、天津和马来西亚马六甲市。集团

积极扩充太阳能玻璃生产设施的产能，计划在马来西亚新

增两条太阳能玻璃生产线（日熔量各为 1,000 吨），扩充

其太阳能玻璃产能，预期将分别于今年第四季度及 2019

年中投产，有助提升规模效益。 

另外，集团的太阳能发电场及 EPC 服务，亦有不俗发展，

去年上半年两项业务收入均录得显著增幅。期内，太阳能

发电场收入按年上升 54.3%至 7.35 亿元。由于集团的所

有太阳能发电场项目，均位于电力需求高的地区，因此未

受限电问题影响。EPC服务收入按年上升656.9%至21.28

亿元，占总收入 40.1%，主要由于来自总容量为 296 兆瓦

的若干大型光伏扶贫项目的 EPC 服务收入所致。 

 



  

 

今日焦点 

舜宇光学科技(2382) 公布 1 月份产品出货量。期内，玻璃球面镜片按年增加 35.3%至 226.3 万件，

按月计跌 18.5%；手机镜头按年升 19.6%至 5,143.2 万件，按月计跌 3.6%；车载镜头录得 324.6 万

件，按年升 19.4%，按月计升 23.8%。另外集团发盈喜，预期截至去年底止年度公司股东应占溢利

按年录得大幅增加，主要由于(i)手机镜头、车载镜头及手机照相模块的出货量按年强劲增加；及(ii)

产品组合改善令手机镜头及手机照相模块平均售价增加及毛利率提升。 

TCL 多媒体(1070) 发盈喜，预计 2017 年止年度综合盈利相较 2016 年度大幅显著增加，原因是︰

全年销售量及销售额大幅增长；产品结构持续改善，品牌价格指数显著上升；受益于下半年屏价回

落，整体毛利率于第四季度回升；持续组织精简，整体费用率持续明显下降；及雷鸟网络科技引入

腾讯数码为第二大股东，完成增资后录得的一次性收益。 

珠江钢管(1938) 公布，建议将旗下位于广州市番禺厂房之土地用途由「工业」改为「住宅及商

业」，并出售合计 59%权益。估计出售收益约 41.9 亿人民币。其中，集团将向国企广东粤财信托出

售土地 19%股权，代价 2.4 亿人民币；及向投资经理广州资产管理的提名人转让 40%股权，藉以加

快更改土地用途过程。完成后，土地将由广东粤财信托、提名人及公司分别持有 20%、40%及

40%。涉及土地面积约 28.7 万平方米。根据独立估值，预计更改用途后土地的公平值约 50 亿人民

币，估计 40%股权转让代价最少为 20 亿人民币。 

 

重要经济资料 

 结果 预测 

美国 1 月政府预算 492 亿美元 510 亿美元 

瑞士 1 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率 0.7% 0.8% 

今日重要经济数据，包括：美国 1 月 NFIB 小型企业信心指数、英国 1 月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年率等。 

昨日十大成交股份 

 股份  收报(元) 变幅 成交额 

腾讯控股 (700) 409.600 +0.54% 140.75 亿元 

中国平安 (2318) 79.450 +0.25% 55.80 亿元 

建设银行 (939) 7.710 -0.13% 39.54 亿元 

汇丰控股 (5) 79.400 -0.50% 31.98 亿元 

工商银行 (1398) 6.460 -1.07% 31.60 亿元 

香港交易所 (388) 258.000 -0.08% 27.66 亿元 

中国银行 (3988) 4.170 +0.00% 22.30 亿元 

友邦保险 (1299) 60.000 +1.18% 20.70 亿元 

中国移动 (941) 74.000 -0.80% 18.43 亿元 

南方Ａ５０ (2822) 15.660 +1.29% 17.18 亿元 

. 

昨日十大升幅股份 

 

昨日十大跌幅股份 

股份 收报(元) 变幅 股份 收报(元) 变幅 

龙升集团控股 (6829) 0.560 +51.35% 永保林业 (723) 0.022 -56.00% 

ITP HOLDINGS (8446) 4.500 +50.00% KAKIKO GROUP (2225) 0.940 -19.66% 

HYPEBEAST (8359) 0.385 +45.28% 瑞安房地产 (272) 2.110 -18.22% 

靛蓝星 (8373) 1.020 +29.11% 嘉瑞国际 (822) 0.455 -17.27% 

怡康泰工程集团 (8445) 0.470 +27.03% 华普智通 (8165) 0.033 -13.16% 

年年卡 (3773) 1.140 +22.58% 品牌中国 (863) 14.800 -12.01% 

荣智控股 (6080) 0.670 +21.82% 拉近网娱 (8172) 0.330 -12.00% 

中国透云 (1332) 0.270 +21.62% 皇中国际 (1683) 1.240 -11.43% 

万里印刷 (8385) 0.300 +20.48% 伟志控股 (1305) 1.020 -10.53% 

守益控股 (2227) 0.690 +18.97% 大生农业金融 (1103) 0.475 -10.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