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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策略】 
◆本周大势研判 

综合来看，上周恒指缩量小幅收跌，英国脱欧又添不确定性、海外

经济基本面较差、欧洲央行维持利率不变等因素对市场交投情绪有所

抑制。本周面临美联储议息、欧洲议会推迟脱欧时间商定、原油价格稳

步提升可能等因素影响，恒指有望继续在 26300-27300 点区间震荡。 

◆国际重点事件 

1、美国 10 月 Markit 制造业 PMI 初值为 51.5，超过预期和前值。 

2、美国 9 月耐用品订单环比减 1.1%，也超过了预期。 

3、日本 10 月 Markit 服务业 PMI 50.3，创 2018 年 9 月以来新低；制造

业 PMI 48.5，萎缩幅度创 2016 年 6 月以来最高。 

4、国议会下院在原则上通过“脱欧”协议相关法案后，又投票否决了

首相约翰逊为推动“脱欧”协议尽快在英国议会通过而制定的立法时间

表。 

5、约翰逊宣布将暂停“脱欧”协议的立法进程，等待欧盟的下一步表

态。 

6、中国香港 9 月出口同比减 7.3%，不及预期；进口同比减 10.3%，略

好于预期。 

7、欧洲央行维持了三大率不变，但如有需要，将继续购债。 

8、土耳其央行降息 250 个基点至 14%，为年内第三次降息；印尼央行

将基准利率下调 25 个基点至 5%，为年内第四次降息。 

9、约翰逊称，将会给议员更多讨论“脱欧”协议的时间，前提是议会

同意在 12 月 12 日提前举行大选。 

10、德拉吉的欧洲央行行长身份迎来“谢幕演出”，他透露，欧央行内

部对于宽松政策的分歧已经在减少。 

11、欧盟委员会：欧盟 27 国已经原则上同意英国延期脱欧，欧盟大使

将在下周初会面，最终敲定协议。 

12、美国油服贝克休斯：美国 10 月 25 日当周石油钻井总数减少 17 口，

为 4 月来最大单周降幅。 

13、美国至 10 月 18 日当周 EIA 原油库存减少 169.9 万桶，预期增加

223.2 万桶。 

◆市场变数 

1、英国脱欧不确定。2、美联储议息会议。3、原油价格稳步提升。 

◆操作建议： 

当前恒指缩量小幅收跌，市场观望情绪较浓，恒指有望继续在

26300-27300 点区间震荡，交易性板块医药、银行、机械、农业。 

◆风险提示 

英国无协议脱欧；海外经济不及预期。 

【个股跟踪】 

00998.hk 中信银行             01157.hk  中联重科 

01816.hk 中广核电力           00288.hk  万洲国际                                                                     

港股投资策略          风险评级：中高风险           2019年 10月 28 日     星期一 

港股相关市场近一周走势 

指数名称 周收盘(点) 涨跌幅 

恒生指数 26667.39  -0.20% 

国企指数 10466.30  -0.70% 

中资企业指数 4287.75  -0.55% 

道琼斯 26958.06  0.70% 

S&P500 3022.55  1.22% 

NASDAQ 8243.12  1.90% 

日经 225 22799.81  1.37% 

上证指数 2954.93  0.57% 

沪深 300 3896.79  0.71% 

创业板指 1675.34  1.62% 

台湾加权 11296.12  0.98% 

美原油连 56.63  5.12% 

美元指数 97.8447  0.66% 

离岸人民币 7.0511  0.30% 

伦敦金 1504.28  0.90% 

LME 铜 5907.50  1.75% 
 

资料来源：东莞证券研究所，Wind资讯 

 

恒生指数周 K 线图 

 
资料来源：东莞证券研究所，Wind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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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周策略 

◆上周港股走势回顾 

1）10 月 22 日晚，英国议会下院在原则上通过“脱欧”协议相关法案后，又投票否

决了首相约翰逊为推动“脱欧”协议尽快在英国议会通过而制定的立法时间表。最后“脱

欧”期限 10 月 31 日即将到来，“脱欧”前景却依旧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约翰逊宣布

将暂停“脱欧”协议的立法进程，等待欧盟的下一步表态。他同时建议英国政府“必须

加快为达成无协议结果做准备”。 

2）美国 10 月 Markit 制造业 PMI 初值为 51.5，超过预期和前值，但 9 月耐用品订

单环比减 1.1%，也超过了预期。日本 10 月 Markit 服务业 PMI 50.3，创 2018 年 9 月以

来新低；制造业 PMI 48.5，萎缩幅度创 2016 年 6 月以来最高。美国和日本经济持续低

迷，加大了未来货币政策调控的可能性，但基本面较差也制约市场情绪。 

3）上周发展中国家央行决定继续降息，继续向市场释放流动性；而欧洲央行维持

了三大率不变，但如有需要，将继续购债。其中，土耳其央行降息 250 个基点至 14%，

为年内第三次降息；印尼央行将基准利率下调 25 个基点至 5%，为年内第四次降息；俄

罗斯央行宣布降息 50 个基点至 6.5%，为连续第四次会议降息。 

上周恒指缩量小幅收跌，英国脱欧又添不确定性、海外经济基本面较差、欧洲央行

维持利率不变等因素对市场交投情绪有所抑制。 

图 1：近期恒生指数日线走势 

 

资料来源：东莞证券研究所、Wind 资讯 

◆本周大势研判 

本周恒生指数面临多项延续因素影响： 

1）据路透社分析，鉴于无协议“脱欧”对所有各方的冲击，欧盟成员国不大可能拒

绝英国再次延迟“脱欧”的申请。此前，约翰逊向工党表示，他偏向“脱欧”日期能短

期延至 11 月 15 日或 30 日。约翰逊称，将会给议员更多讨论“脱欧”协议的时间，前

提是议会同意在 12 月 12 日提前举行大选。本周 10 月 31 日的脱欧节点来临，欧洲议会

很大可能再次延迟脱欧，相关延期时间点值得关注。 

2）本周美联储将召开会议讨论利率问题，降息的可能性比较大。据 CME“美联储

观察”，美联储 10 月降息 25 个基点至 1.50%-1.75%的概率为 94.1%，维持当前利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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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仅为 5.9%。若美联储继续降息将形成利好，但如果不降息，则低于市场普遍预期，

将对市场产生不利影响。 

3）美国油服贝克休斯数据显示，美国 10 月 25 日当周石油钻井总数减少 17 口，为

4 月来最大单周降幅。美国至 10 月 18 日当周 EIA 原油库存减少 169.9 万桶，预期增加

223.2 万桶。美国原油库存和钻井总数，将为后期原油价格继续稳步提升有所帮助。 

当前恒指缩量小幅收跌，形成十字星，市场观望情绪较浓，恒指有望继续在 26300-

27300 点区间震荡，交易性板块医药、银行、机械、农业。 

图 2：恒生指数周 K 线走势 

 
资料来源：东莞证券研究所、Wind 资讯 

◆沪港通资金分析 

（1）上周两地资金流分析： 

统计上周沪港通北向属于净流入 6.96 亿、深股通北向部分属于净流入 28.07 亿、沪

股通南向港股通为净流入 2.36 亿、深股通南向港股通部分为净流入 8.69 亿。其中北向

沪股通部分：周一流入 21.28 亿、周二流入 3.66 亿、周三流出 12.69 亿、周四流出 5.35

亿、周五流入 0.06 亿。南向港股通部分：周一流入 1.85 亿、周二流出 3.29 亿、周三流

入 3.84 亿、周四流出 2.15 亿、周五流入 2.11 亿。深股通部分北向部分流入 28.07 亿。

其中周一流入 7.87 亿、周二流出 0.71 亿、周三流出 5.36 亿、周四流入 10.96 亿、周五

流入 15.31 亿。港股通南向部分为净流入 8.69 亿。其中周一流出 2.22 亿、周二流入 2.89

亿、周三流入 3.65 亿、周四流入 1.91 亿、周五流入 2.46 亿。 

（2）板块个股部分： 

就近 7 天以来从两地的前 10 大活跃股来看，1）北向净流入证券、家电、黄金、化

工、农业、传媒。北向净流出白酒、银行、机场、保险、地产、医药、计算机。2）南向

净流入计算机、证券、通信、教育、啤酒、医药。南向净流出银行、汽车、保险、纺织

服装、采掘、电力、地产。家电、传媒等板块为连续净流入。 

◆个股点评 

 重要事件 

00998.hk 

中信银行     

公司三季度业绩稳中有升，虽然调表还在进行影响净利息收入，但中收靓丽

形成补充；结构上，信贷投放加速同时压降投资资产和负债，高息贷款的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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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建议 

本周面临美联储议息、欧洲议会推迟脱欧时间商定、原油价格稳步提升可能等因素

影响。当前欧洲央行虽然维持三大利率不变，但仍将购债视作重要调控方式，多个发展

中国家央行在上周纷纷继续进行降息，对本周美联储降息提供了可能，本周市场将对此

作出反应。当前恒指缩量小幅收跌，形成十字星，市场观望情绪较浓，恒指有望继续在

26300-27300 点区间震荡，交易性板块医药、银行、机械、农业。 

◆风险提示 

英国脱欧引发再次大选；海外经济不及预期。 

2.重要数据统计 

图 3:NYMEX原油 图 4：美元指数 

  
资料来源：东莞证券研究所、Wind 资讯  

 

图 5:美元兑港元汇率 图 6：1个月美元 LIBOR 和港元 HIBOR 

放利好支撑净息差。公司资产质量保持稳健，拨覆率逐季上行。 

01157.hk 

中联重科 

2019 年塔机行业相比较 2018 年有大幅增长,市场出现一片繁荣状态,大吨

位塔机依然供不应求,国内建筑施工对大塔的增量需求还会维持很长时间。

中联作为国内塔机第一品牌,市场地位得到了强化,2019 年全年销量有望突

破历史最好成绩,市占率预计可以达到 40%-45%。 

01816.hk 

中广核电力 

大湾区将是中国减少碳排放和提高空气质量的领先区域，预计到 2035年，

清洁能源将占到大湾区装机量的 80%，远高于中国 65%的平均水平。核能将

在明年开始复苏，预计随着核电机组批准加速，核能将在新的市场结构中拥

有竞争力，中国广核将是主要受益者。 

00288.hk 

万洲国际                

公司是全球最大的猪肉食品企业，于中国、美国市场及欧洲的主要市场均名

列首位。凭借独特的全球一体化平台涵盖了生猪养殖、生猪屠宰、肉制品和

生鲜猪肉的加工和销售，公司在猪肉行业的所有关键环节均独占鳌头。统计

局数据显示，10 月中旬生猪价比上旬再升 6.4%，公司有所受益，当前公司

估值相比 A股较低，有一定投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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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东莞证券研究所、Wind 资讯  

 

图 7：美国和日本制造业 PMI 图 8：香港进出口数据 

  

资料来源：东莞证券研究所、Wind 资讯  

 

图 9：沪港股成交净买入 图 10：深港股成交净买入 

  
资料来源：东莞证券研究所、Wind 资讯               

 

图 11：沪港通资金 图 12：深港通资金 

  

资料来源：东莞证券研究所、Wind 资讯           

 

图 13：北向资金前 10大活跃股 图 14：南向资金前 10大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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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东莞证券研究所、Wind 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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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莞证券研究报告评级体系： 

公司投资评级 

推荐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股价表现强于市场指数 15%以上 

谨慎推荐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股价表现强于市场指数 5%-15%之间 

中性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股价表现介于市场指数±5%之间 

回避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股价表现弱于市场指数 5%以上 

行业投资评级 

推荐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强于市场指数 10%以上 

谨慎推荐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强于市场指数 5%-10%之间 

中性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介于市场指数±5%之间 

回避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弱于市场指数 5%以上 

风险等级评级 

低风险 宏观经济及政策、财经资讯、国债等方面的研究报告 

中低风险 债券、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基金等方面的研究报告 

中风险 可转债、股票、股票型基金等方面的研究报告 

中高风险 科创板股票、新三板股票、权证、退市整理期股票、港股通股票等方面的研究报告 

高风险 期货、期权等衍生品方面的研究报告 

本评级体系“市场指数”参照标的为沪深 300 指数。 

分析师承诺： 

本人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或相当的专业胜任能力，以勤勉的职业态度，独立、客观地在所

知情的范围内出具本报告。本报告清晰准确地反映了本人的研究观点，不受本公司相关业务部门、证券发行人、上市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等利益相关者的干涉和影响。本人保证与本报告所指的证券或投资标的无任何利害关系，没有

利用发布本报告为自身及其利益相关者谋取不当利益，或者在发布证券研究报告前泄露证券研究报告的内容和观点。 

声明： 

东莞证券为全国性综合类证券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 

本报告仅供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客户使用。本公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客户。

本报告所载资料及观点均为合规合法来源且被本公司认为可靠，但本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本报

告所载的资料、意见及推测仅反映本公司于发布本报告当日的判断，可随时更改。本报告所指的证券或投资标的的价格、价

值及投资收入可跌可升。本公司可发出其它与本报告所载资料不一致及有不同结论的报告，亦可因使用不同假设和标准、采

用不同观点和分析方法而与本公司其他业务部门或单位所给出的意见不同或者相反。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所载的资料、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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