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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投資策略 

新經濟股創新高 後市怎樣走？ 

恒指跌至 100 天線見支持，昨日反彈 488 點，並重上 50 天線。今次反彈

主要由本地地產及金融股帶動，九龍倉置業（1997）反彈 7.5%，為表現

最好藍籌。中國人壽（2628）及友邦（1299）亦升逾 4%。不過，從基本

面看，地產及金融屬舊經濟板塊，與經濟周期表現關聯度高，因此前景看

淡。另一方面，參考匯控（5）業績，預料本地銀行或內銀都面對盈利收窄

壓力，在減息環境下，息差將無可避免受壓，同時亦面對貸款減值損失增

加，拖累盈利表現。我們認為，舊經濟股票今年只有反彈，投資者小心反

彈後下跌風險。 

 

相反，恒生科技指數在 ATMX 帶動下連續六個交易日上升，當中美團點評

（3690）更創上市新高。預計集團於下周四（13 日）公佈第二季業績，根

據市場綜合預測，預料次季收入約 235 億元人民幣，按年及按季分別升

3.8%及 40.6%。由於疫情對內地當地生活服務日常營運造成影響，為餐飲

外賣及到店業務供給端造成壓力。在防疫措施持續，加上消費者仍未完全

恢復消費信心，或對次季業務表現繼續產生影響。因此，投資者需提防業

績遜預期後出現的回調風險。 

 

長遠而言，我們仍然看好電商及線上服務等科網板塊。尤其是恒指公司推

出恒生科技指數後，有助吸引海外及機構投資者資金流入相關股份。此

外，恒指公司將於下周五（14 日）公佈季檢結果，市場關注三隻同股不同

權股份，包括阿里巴巴（9988）、美團點評及小米（1810）能否染藍。根

據恒生指數編算細則，若上市以來平均市值屬港股首 5 位，透過快速通道

可於上市 3 個月後染藍，市值排名 6 至 15 名，最快上市 6 個月後染藍。

雖然阿里巴巴及美團點評上市不足 2 年，但其市值排名及成交量已符合快

速染藍準則。若今次季檢結果屬市場預料，將有助吸引更多被動資金流入

相關科技股，對整個板塊有刺激作用。相反，若出現落差或對科網板塊造

成回吐壓力。預料 8 月份，科技板塊將出現較大波幅。策略上，在市況波

動增加之下，定息票據一般能夠提供吸引回報，投資者可趁此機會，以具

質素的科技龍頭作為標的資產，先行鎖定固定收益，並於到期日後持有相

關股份作長期資產增值。 

 

 

 

香港及內地股票指數

上日收市價 單日(%) 本年(%)

恆生指數 24946.63 2.0 -11.5 

恆生國企指數 10203.88 1.7 -8.6 

上證綜合指數 3371.69 0.1 10.5

深證成份指數 13860.46 -0.8 32.9

美國股票指數

上日收市價 單日(%) 本年(%)

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 26828.47 0.6 -6.0 

標普500指數 3306.51 0.4 2.3

納斯達克指數 10941.17 0.4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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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摘要 

市場關注就業數據 三大指數微漲 

週二美股三大指數上漲，美國公佈的製造業數據好於市場預期，投資者正

關注將于本周公佈的非農就業數據。道指漲 0.6%，收報 26828 點，標指

漲 0.4%，收報 3306 點，納指漲 0.4%，收報 10941 點。紐約期油收市漲

1.7%，每桶報 41.70 美元；紐約期金收市漲 1.7%，報每盎斯 2037.10 美

元。 

 

恒指週二高開後升幅擴大，保險股上漲帶領恒指向上，本地每日新增確診

人數有所回落，本地地產股亦有所反彈，恒指重上 50 天線（24722

點）。恒指週二收報 24946 點，漲 488 點或 2.0%，國企指數收報 10203

點，漲 170 點或 1.7%，大市成交額增加至 1459.78 億元。保險、金屬及

軟件服務板塊領漲。 

 

需要關注的五則消息 

 福萊特玻璃(6865)公佈，截至 6 月底止中期股東應佔淨利潤 4.61 億

元人民幣，按年增長 76.27%。每股基本盈利 0.24 元，中期息派 6.5

分。期內，營業收入 24.96 億元，按年上升 22.69%。 

 鑫苑服務(1895)預料，截至今年 6 月底止，6 個月純利按年大幅增加

不少於 1.4 倍。公司指出，半年純利大增，主要因為該集團在管總建

築面積增加；來自提供物業管理服務的收入增長；該集團整體營運效

率改善，毛利率按年上升。 

 花樣年控股(1777)公佈，今年首 7 個月，累計銷售額約 223.09 億元

人民幣，按年增長 32.48%；已售建築面積 166.23 萬平方米，升

15.1%；平均售價每平方米 13421 元。 

 禹洲集團(1628)宣佈，7 月份合約銷售額 110.31 億元人民幣，按年

增長 81.97%。期內，銷售面積 67.63 萬平方米；平均銷售價格為每

平方米 16311 元。 

 美國商務部公佈，6 月工廠訂單增加 6.2%，市場預期增加 5%，5 月

修正後為增加 7.7%，前值為增加 8%。美國 6 月耐用品訂單修正後為

按月增加 7.6%，前值為增加 7.3%；扣除運輸項目耐用品訂單向上修

訂至增長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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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選港股 

股份名稱 比亞迪電子(285.HK) 

公司背景 公司主要從事製造手機部件及模組；提供手機設計及組裝

服務。 

建議 買入 

上日收市價 29.20 港元 

持有時限 長 (一至三個月) 

分析 公司將於第四季起出貨 iPad 外殼,預計未來數年市場份額

可提升至 20%-30%或以上。 

 

精選美股 

股份名稱 微軟(MSFT.US) 

公司背景 公司在全球從事開發、授權與支援軟體產品、服務及裝

置。 

建議 買入 

上日收市價 213.29 美元 

持有時限 長 (一至三個月) 

分析 集團正與字節跳動討論收購 TikTok 於美國、加拿大、澳洲

和紐西蘭的業務；美國總統亦不表示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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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元 

標的資產 小米集團（1810）、瑞聲科技（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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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0% 

利息支付頻率 每月一次 

（*基金回報為截至 2020 年 8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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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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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