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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投資策略 

想同時投資網易及京東 可用此策略 

受惠經濟重開樂觀情緒，及美國上周職位數據遠勝預期，道指收市升 461

點，納指創歷史新高，工業、航空及零售股等週期性股份見明顯反彈，反

映市場風險胃納持續回升。另外，太古 A（0019）、太古 B（0087）、國

泰航空（0293）及中國國航（0753）宣布停牌，市場料宣布股權結構變

化。 

美匯指數繼續回落，港元多次觸及強方兌換保證，反映資金持續流入包括

香港的亞洲及新興地區。不過，參考恒指週一表現，當觸及 25,000 點便隨

即回落，最終收市只微升 6 點，未能收高於 24,800 點以上。由此證明，恒

指短期上升動力仍弱，要再突破有一定難度。另一方面，科技龍頭股亦有

回落跡象，騰訊（0700）及美團（3690）週一分別跌逾 4%，最終只靠本

地地產、石油及保險等落後板塊支撐大市。資金暫時只於板塊間輪動，但

企業高位配股，加上兩隻大型新股招股吸走部分資金，預料恒指於短期內

只維持窄幅上落局面。 

參考阿里巴巴（9988）去年 11 月於香港第二上市後的股價表現，截至週

一阿里巴巴港股累升 20.7%，阿里巴巴美股（BABA）於同期上升約

13%。但在波動性方面，無論港股或美股，持貨期間高低波幅達 26%，在

波動性增加的情況下，投資者難免先行沽出止蝕，導致容易造成錯誤的投

資決定。網易（9999）及京東（9618）即將緊隨阿里巴巴之後於香港作第

二上市，預料在下半年整體投資環境更為複雜下，股價波動將更為明顯。

為解決因波動增加而作出錯誤的投資決定，投資者可將部分資金，投放在

定息票據，以網易（NTES）及京東（JD）美股作為標的資產，先行鎖定較

高息的定息回報。 

 

 

 

 

 

 

香港及內地股票指數

上日收市價 單日(%) 本年(%)

恆生指數 24776.77 0.0 ‐12.1 

恆生國企指數 10008.88 ‐0.6  ‐10.4 

上證綜合指數 2937.77 0.2 ‐3.7 

深證成份指數 11215.76 0.3 7.5

美國股票指數

上日收市價 單日(%) 本年(%)

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 27572.44 1.70 ‐3.4 

標普500指數 3232.39 1.2 0.0

納斯達克指數 9924.75 1.1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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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摘要 

標普 500 指數本年回報由負轉正，環球股市有哪些焦點值得關注？ 

美股週一繼續受 5 月份就業數據理想及市場憧憬經濟重啟刺激而向上。道

指收升 1.7%至 27572，標指及納指分別升 1.2%及 1.1%，其中標指本年回

報已由負轉正。工業、航空及零售股領漲。油價受沙地、科威特及阿聯酋

在 7 月不會繼續目前每天額外減產 118 萬桶的措施而出現回吐。 

 

恒指週一高開後反覆小幅收高，內地 5 月出口數據回落顯示疫情對外部需

求的衝擊正逐漸顯現，恒指於 24800 點關口附近有明顯阻力。恒指週一收

報 24776 點，升 6 點或 0.03%，國企指數收報 10008 點，跌 57 點或

0.57%，大市成交額 1292.93 億元。半導體、保險、汽車及石油天然氣等

板塊升幅靠前。 

 

需要關注的五則消息 

 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國家外滙管理局局長潘功勝在國新辦舉行的介

紹《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總體方案》發布會上表示，率先在海南自由

貿易港落實金融服務業的擴大開放政策，探索擴大海南居民個人用滙

的自主權。 

 中國商務部副部長兼國際貿易談判副代表王受文在國新辦新聞發布會

表示，服務貿易有 4 種形態，其中跨境交付、境外消費和自然人移動

叫做跨境服務貿易，對跨境服務貿易的這 3 種形態，今年內將制定跨

境服務貿易負面清單，如果有限制就納入到這個負面清單，如果沒有

限制的，負面清單之外開放。 

 港元滙價持續強勢，觸及 7.75 強方兌換保證，金管局被動承接美元

沽盤，在美國紐約尾市再向市場沽出 36.58 億港元，本港銀行體系戶

口結餘週三升至 1138.17 億元。 

 沙地、科威特及阿聯酋在 7 月不會繼續目前每天額外減產 118 萬桶的

措施，加上利比亞可能復產，供應回升令油價週一回落，紐約 7 月期

油收市跌 1.36 美元或 3.4%，每桶報 38.19 美元。倫敦布蘭特 8 月期

油收市跌 1.5 美元或 3.6%，每桶報 40.8 美元。 

 金市在聯儲局本週舉行議息會議前反彈，紐約 8 月期金收市升 22.1

美元或 1.3%，每盎斯報 1705.1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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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來源：Invest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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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選港股 

股份名稱 春立醫療（1858.HK） 

公司背景 從事生產和銷售手術性植入器材、器械和相關產品。 

建議 買入 

現價 46.65 港元 

持有時限 中 (兩星期至一個月) 

分析 公司將向中國證監會、相關中國證券交易所及其他相關監

管機構提交 A 股發售申請，擬發行的 A 股數目將不超過

3842.8 萬股；消息有望利好公司股價表現。 

 

精選美股 

股份名稱 科磊公司 KLA Corporation (KLAC.US) 

公司背景 公司為環球晶片生產相關服務供應商，專門為半導體晶片

生產企業提供收益管理、程式控制、軟件、包裝等服務。 

建議 買入 

現價 191.87 美元 

持有時限 長 (一至三個月) 

分析 20 年財年第 3 季(至 20 年 3 月)每股核心盈利為 2.47 美元,

按年升 37.2%，收入升 29.8%，半導體程序控制業務銷售

創新高。預測市盈率只有 19 倍，較同業平均 33 倍低。 

 

精選理財產品 

產品名稱 與一籃子股票掛鈎定息票據（只限專業投資者） 

合約期限 3 個月 

定價貨幣 美元 

標的資產 網易（NTES）及京東（JD） 

行使價 / 自動贖回

觸發價 

最初市價的 90% / 100% 

固定利息* 保證年利率 23.15% 

利息支付頻率 每月一次 

（*利息為截至 2020 年 6 月 8 日報價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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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 

分析員及其關連人士並沒有持有報告內所推介股份或產品的任何及相關權益。 

 

免責聲明 

只供私人翻閱。本報告（連帶相關的資料）由申萬宏源研究（香港）有限公司撰寫。申萬宏源研究（香港）有限公司為

申萬宏源集團成員，本報告不論是向專業投資者、機構投資者或是個人投資者發佈，報告的資料來自申萬宏源研究（香

港）有限公司相信可靠的來源取得，惟申萬宏源研究（香港）有限公司並不保證此等資料的準確性、正確性及或完整性。

本報告部份的內容原由上海申萬宏源研究所撰寫並於國內發表，申萬宏源研究（香港）有限公司對認為適用的內容進行

審閱並翻譯，然後採用。本報告內的資料、意見及預測只反映分析員的個人意見及見解，報告內所載的觀點並不代表申

萬宏源集團的立場。本報告並不構成申萬宏源研究（香港）有限公司對投資者買進或賣出股票的確實意見。報告中全部

的意見和預測均反映分析員在報告發表時的判斷，日後如有改變，恕不另行通告。申萬宏源集團各成員公司（包括但不

限於申萬宏源研究（香港）有限公司和申萬宏源證券（香港）有限公司）及其董事、行政人員、代理人和僱員可能有在

本報告中提及的證券的權益和不就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作出任何陳述及不對使用本報告之資料而引致的損失負上任何責任。

故此，讀者在閱讀本報告時，應連同此聲明一併考慮，並必須小心留意此聲明內容。倘若本報告於新加坡分派，只適用

分派予新加坡證券及期貨法第 4A 條所界定的認可投資者和機構投資者，本報告及其內容只供相關認可投資者或機構投

資者翻閱。任何人於新加坡收取本報告，並對本報告有任何疑問，可致電 65‐6323‐5207 聯繫 Shenwan  Hongyuan 

Singapore Private Limited 申萬宏源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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