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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投資策略 

巿場波動, 做多做空?   投資策略精準為致勝之道 

納指連跌多日拖累本港上市科技股表現，恒生科技指數與恒指背馳，更一

度跌穿 7,000 點。相反，在金融股帶動下，恒指突破 20 天線，創近 3 周

高。匯控（5）、恒生（11）及友邦（1299）領先恒指。美國國債孳息連

續四日攀升，10 年期及 30 年孳息率分別重上 0.6 厘及 1.3 厘。在息差改

善下，銀行股率先受惠。由於資金由科網板塊轉戰傳統舊經濟板塊，料短

期舊經濟股可望得期支持。 

 

另一方面，由於息率回升，間接令持有黃金機會成本增加，金價在累積不

少升幅後出現較大回吐。技術上，金價於 8 月 4 日突破 2,000 美元大關

時，14 日 RSI 已升至 86 嚴重超賣水平，出現回調屬正常，投資者無需過

份憂慮。金價曾於 1,800 美元水平進行整固，於此水平料有相當大支持。

今次回調提供買入機會。看好黃金的投資者可關注 SPDR 黃金 ETF

（2840）或南方東英黃金期貨每日(2X) ETF（7299）。 

 

信貸投資方面，由於內地多項經濟指標都顯示經濟正在扭轉，而 7 月中國

新增貸款速度有所減慢亦為日後進一步放寬貨幣政策創造有利條件，因此

我們繼續看好內地信貸。建議投資者把握優質企業發行的債券，包括新債

發行時出現價格折讓的機會。佳兆業（1638）公佈 7 月合約銷售約 95 億

元人民幣，按年增加 78.3%，增速較 5 月及 6 月為快。銷售好轉有助支持

集團現金流，提升財務質素。以集團發行的 2022 年 6 月到期，票息率

7.875%的美元債為例，其債價已重上 100 元以上，其他 2022 年前到期的

美元債價格，年初至今平均升近 6.5%，反映市場對其信心。 

 

 

 

 

 

 

 

香港及內地股票指數

上日收市價 單日(%) 本年(%)

恆生指數 25244.02 1.4 -10.4 

恆生國企指數 10215.91 0.6 -8.5 

上證綜合指數 3319.27 -0.6 8.8

深證成份指數 13308.52 -1.2 27.6

美國股票指數

上日收市價 單日(%) 本年(%)

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 27976.84 1.1 -2.0 

標普500指數 3380.35 1.4 4.6

納斯達克指數 11012.24 2.1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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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選港股 

股份名稱 粵海投資(270.HK) 

公司背景 公司主要從事水資源；物業投資及發展；百貨營運、酒店

持有、營運及管理；能源項目投資。 

建議 買入 

上日收市價 13.34 港元 

持有時限 長 (一至三個月) 

分析 公司派息穩定，于波動性增加的環境下具有吸引力，另外

公司股價出現從區間底部反彈趨勢。 

 

精選美股 

股份名稱 騰訊音樂(TME.US) 

公司背景 公司為大陸最大線上音樂娛樂平台。 

建議 買入 

上日收市價 15.24 美元 

持有時限 長 (一至三個月) 

分析 公司第二季營收同比增長 17.5%至 69.3 億元，淨利潤

9.39 億元，均好於市場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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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利汽車（175）、比亞迪（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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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3% 

利息支付頻率 每月一次 

（*利息為截至 2020 年 8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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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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