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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概覽 

 上日收市價 單日(%) 本年(%) 

恒生指數 26498.60 -0.7  -6.0  

恒生國企指數 10483.34 -0.6  -6.1  

上證綜合指數 3394.90 -0.3  11.3  

深證成份指數 13854.12 -0.3  32.8  

道鐘斯指數 30179.05 -0.4  5.7  

標普 500 指數 3709.41 -0.4  14.8  

納斯達克指數 12755.64 -0.1  42.2  

 

今日提示 
 

新股上市 
市場 代號 公司名稱 上市日期 

A 股 
605155 西大門 待定 

688658 悅康藥業 待定 

港股 

1167 加科思－Ｂ 12/21 

2135 瑞麗醫美 12/28 

2127 匯森家居 12/29 

1940 CGII HLDGS 12/29 

1379 
溫嶺工量刃

具 
12/30 

1945 清科創業 12/30 

9600 新紐科技 01/06 

    

除權除息 

代號 公司名稱 事項 除權日 

35 遠東發展 

中期息 4 仙，以

股代息，可選擇

現金 

12/21 

922 安賢園中國 中期息 0.8 仙 12/22 

278 華廈置業 中期息 11 仙 12/23 

831 利亞零售 特別股息 3.85 元 12/23 

 
配股 

代號 公司 配售價 日期 

968 信義光能 13.000(港元) 12/17 

1773 天立教育 7.720(港元) 12/16 

2399 虎都 2.650(港元) 12/14 

6098 碧桂園服務 45.000(港元) 12/11 

 

供股 

代號 公司 配售價 日期 

997 普匯中金國際 0.38(港元) 12/14 

 
 

宏觀及行業 

 參院共和黨領袖麥康奈爾稱，兩黨就 9000 億美元的新刺激協議達
成㇐致，新刺激與避免周㇐政府關門的全年政府支出議案捆綁。 

 特斯拉周㇐正式成爲標指成份股對市况的衝擊。Krosby 表示，機構
投資者可能要沽售其他成份股，吸納特斯拉，以反映有關變化，令
到美股周㇐早市比較波動。 

 焦點是美國經濟數據，本周較觸目的數據包括周二與周三的樓市數
據，以及周四的上周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與耐用品訂單。 

 美國媒體 CNBC 綜合華爾街策略師預測，標指至 2021 年底的預測
平均值為 4056 點，較現水平 3700 點有 9.5%上升空間。 

 美商務部宣布將 59 家中國實體列入出口管制“實體清單”，包括
中芯國際和大疆。根據相關規則，被納入清單的主體在涉及美國産
品與技術的出口、轉口和轉讓貿易時必須事先獲得美國商務部的許
可。在通告中美國商務部特別指出，生産 10 納米工藝制程或以下
半導體所需獨特物品的出口申請，將被推定爲否决。 

 特朗普于上周五正式簽署《外國公司問責法》，該法案要求在美上
市的所有公司必須披露是否由外國政府持有及控制，幷且須合乎相
關的美國法規，否則將被除牌。市場認爲該法案主要是針對㇐衆在
美上市的中資公司，雖然預料當中將有逾百間的相關中資企業或會
受到影響，但另方面却有機會促使他們考慮重新回流到本港及內地
再度上市，從而爲港交所（00388.HK）業務帶來㇐定支持。 

 近期，部分地區短時間內電力供應偏緊，國家電網出臺 8 項舉措確
保電力安全可靠供應，保障居民生活用電。加大電力輸送能力，充
分發揮大電網平臺優勢，挖掘跨區跨省通道送電潜力。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强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要完善平臺
企業壟斷認定、數據收集使用管理、消費者權益保護等方面的法律
規範。要加强規制，提升監管能力，堅决反對壟斷和不正當競爭行
爲。金融創新必須在審慎監管的前提下進行。 

 

公司要聞 

美股 

 特斯拉（TSLA.US） 股價上週五尾盤 大幅拉升，最 終收盤上漲
5.96%，報 695 美元再創新高，市值 6587 億美元。特斯拉週㇐將正
式加入標普 500 指數，成為按照市值計算加入該指數的最大公司，
在該指數中的權重超過 1%。 

 Moderna（MRNA.US）受到關注。該公司的新冠疫苗正在接受美國
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審批。FDA 發言人稱 Moderna 的新冠
疫苗還沒有獲得授權，緊急使用授權（EUA）還正在接受審核。 

 維珍銀河（SPCE.US）宣佈將增發 1.13 億股股份。 

 健康服務公司 BioTelemetry（BEAT.US）股價走高。飛利浦宣佈將
斥資 24.7 億美元收購該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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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門中概股上週五收盤漲跌各異，百世（BEST.US）漲 26%，開心汽車（KXIN.US）漲 12%，晶科能源（JKS.US）
漲超 10%。達達（DADA.US）、荔枝（LIZI.US）、搜狐（SOHU.US）漲超 5%，陸金所（LU.US）、網易
（NTES.US）漲超 4%。 

港股 

 新紐科技（09600.HK）于 12 月 21 日-12 月 24 日招股，擬發行 2 億股。 

 海爾智家（600690.CH）及海爾電器（01169.HK）聯合宣布，海爾智家以協議安排方式將海爾電器私有化已獲
百慕達法院舉行的法院聆訊批准，私有化計劃預計將于 12 月 21 日（百慕達時間）正式生效。 

 阜博集團（03738.HK）宣布，向螞蟻集團旗下間接全資附屬 Antfin 配售 2890.17 萬股，每股作價 13.84 元，集
資約 4 億元。 

 海底撈（06862.HK）宣布，與成都東部新區管理委員會訂立投資及合作協議及其補充協議，據此，公司將依據
法律法規取得目標土地的土地使用權、建設及開發目標土地，以作爲集團的總部園區。 

 酷派集團（02369.HK）宣布，梁銳因希望投入更多時間于他的其他事務上而辭任公司行政總裁，幷由執行董事
調任爲非執行董事，自 12 月 20 日起生效。該公司同時宣布，執行董事兼董事會主席陳家俊已獲委任爲公司行
政總裁，同日起生效。 

 國藥控股（01099.HK）表示，注意到其附屬公司中國科學器材被列于名單之上。根據該决定，向中科器出口、
再出口及境內轉讓受到美國出口管制條例規管的物項，須事先取得美國商務部工業與安全局的許可。 

 騰訊（00700.HK）牽頭財團行使權利，增持環球音樂集團(Universal Music Group)10%股權。交易完成後，持股
量將增至 20%。交易預計明年上半年完成，仍有待監管機構批准。 

 ⾧和系創辦人李嘉誠及主席李澤鉅繼續增持⾧實集團（01113.HK）股份，涉資 2903 萬元。集團在回覆傳媒查
詢增持事宜時表示，李嘉誠基金會有限公司於 12 月 14 日、12 月 15 日、12 月 16 日及 12 月 17 日，以平均價
每股 42.9529 元、42.2500 元、41.7933 元及 41.1937 元購入⾧實共 69 萬股。 

 阿里巴巴（09988.HK）發聲明稱，有關外媒報道中央聯合調查組進駐阿里巴巴㇐事，純屬謠言，將追究造謠者
的責任。 

 正商實業（00185.HK）公布，成功以 4.66 億元人民幣投得河南省鄭州市㇐地塊的土地使用權。該地塊位於鄭州
市豫六路北、明珠路東，總佔地面積約 3.92 萬平方米，指定為住宅用途使用年限 70 年，以及地下用作交通服
務站用途使用年限 50 年。集團將以內部資源撥付該收購事項及該地塊的發展。 

 華人置業（00127.HK）表示，向大股東陳凱韻出售最多 80 億元債券的交易，已於今日及限期前完成。集團計
劃將所得淨額不超過 80%用作償還未償還保證金貸款，餘下所得將用作㇐般營運資金。 

 華領醫藥（02552.HK）宣布成功完成其全球首創 2 型糖尿病口服新藥多紮格列艾汀(dorzagliatin)的全部臨床試
驗，公司創始人、CEO、首席科學官陳力指出，三期臨床結果顯示，該藥對降低平均血糖、餐後血糖都有很好
功效，屬於全球首創可改善β細胞功能，降低胰島素抵抗的「治標又治本」糖尿病新藥。他預計，明年 4 月可
向國家有關部門遞交新藥申報材料，並尋求快速審批。㇐般審批和快速審批時限分別約為 200 個和 140 個工作
日。 

 維亞生物（01873.HK）建議發行 2.8 億美元於 2025 年到期有擔保可轉換債券，年利率 1 厘。債券初步轉換價為
每股 11.637 元，其昨日收市價 8.62 元溢價 35%。假設悉數轉換債券，將可轉換為 1.87 億股轉換股份，相當於
擴大後股本約 8.88%。 

 浦江國際（02060.HK）公布，建議以合併方式私有化旗下附屬公司奧盛創新。公司稱，全資附屬公司 New 
Ossen Group 及其附屬公司 Merger Sub，將與奧盛創新合併。New Ossen Group 將支付合併代價約 1146 萬美元，
預期由集團內部資源及銀行融資提供的資金由公司向 New Ossen Group 注資而支付。 

 俄鋁（00486.HK）公布，注意到《彭博》㇐篇新聞文章指出，除其他外，歐柏嘉(Oleg Deripaska)在 2020 年期間
繼續對公司施加控制。公司強烈反駁新聞文章中的指控，並稱這些指控沒有事實依據並且是虛假的。 

 川河集團（00281.HK）接獲由集團執行董事徐楓及其兩名兒子持有的進譽投資通知，正考慮以協議安排的方式
將集團私有化。 

A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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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連板大豪科技（002331.CN）收到問詢函，因公司股票在停牌公告前㇐交易日漲停，上交所要求公司明確本
次交易的具體籌畫過程、重要時間節點和具體參與知悉的相關人員。提交本次交易的內幕知情人名單，並說明
名單的真實、準確和完整性。 

 理邦儀器（300206.CN）公告，擬以 2000 萬-4000 萬元繼續回購股份，用於實施後續員工持股計畫，回購股份
價格不超過 25.50 元/股。 

 溫氏股份（300498.CN）表示，公司㇐直看好“社區團購”管道。公司是食品企業，有豐富的原料品類。公司
目前已與主流平臺進行不同形式的合作。公司目前也有小範圍內開展自建區域性的社區團購平臺，以探索模式、
探索經驗和培養人才。 

 迪瑞醫療（300396.CN）公告，近日取得由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頒發的 1 項《醫療器械註冊證》，產品名稱為
人附睾蛋白 4 測定試劑盒（化學發光免疫分析法）。 

 科倫藥業（002422.CN）公告，公司於近日獲得國家藥監局核准簽發的化學藥品“脂肪乳氨基酸（17）葡萄糖
（19%）注射液”的《藥品補充申請批准通知書》，經審查，本品通過仿製藥品質和療效㇐致性評價，主要用
於功能不全或不能經口/腸道攝取營養的成人患者的營養補充。 

 羅牛山（000735.CN）表示，截止 2020 年 11 月底，公司生豬存欄總量約 22.81 萬頭，種豬約 3.67 萬頭。 

 健康元（600380.CN）公告，公司全資子公司深圳海濱收到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核准簽發的《藥品補充申請批
准通知書》，深圳海濱生產的厄貝沙坦片通過仿製藥品質和療效㇐致性評價。本品適應症為治療原發性高血壓。
合併高血壓的 2 型糖尿病腎病的治療。 

 貝達藥業（300558.CN）表示，恩沙替尼在針對 ALK 陽性非小細胞肺癌（NSCLC）患者㇐線治療的臨床研究中表
現出了良好的療效及安全性，幫助患者得到了有效的治療，目前恩沙替尼㇐線治療國際多中心 III 期臨床研究仍
在正常推進中，計畫于明年向美國 FDA 申報㇐線治療適應症的上市申請。 

 據百奧泰（688177.CN）消息，公司日前與 Biomm 就 BAT1706（貝伐珠單抗）注射液簽訂了㇐項在巴西的授權
協議，百奧泰將 BAT1706 在巴西的市場銷售權獨家授權給 Biomm，Biomm 將負責 BAT1706 在巴西的註冊及市
場銷售，百奧泰將負責 BAT1706 的產品開發及商業化產品供應。這是百奧泰首次將業務拓展至巴西市場，此次
合作將充分利用 Biomm 在巴西的銷售能力，進㇐步拓展百奧泰在海外的市場。 

 證通電子（002197.CN）公告稱，收到中國證監會出具的《關於核准深圳市證通電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開發行
股票的批復》。核准公司非公開發行不超過 1.54 億股新股。 

 明德生物（002932.CN）公告稱，於近日取得了由湖北省藥品監督管理局頒發的㇐項醫療器械註冊證。 

 弘亞數控（002833.CN）公告稱，收到中國證監會出具的《關於核准廣州弘亞數控機械股份有限公司公開發行
可轉換公司債券的批復》。核准公司向社會公開發行面值總額 6 億元可轉換公司債券，期限 5 年。 

 海倫哲（300201.CN）公告稱，持有公司總股本 6.06%的股東楊婭計畫 6 個月內減持公司總股本 1.07%股票。 

 大禹節水（300021.CN）公告稱，收到 2.83 億元靜海區 2020 年 40 村生活汙水處理項目中標通知書。 

 

公司業績  

A 股 

 惠泰醫療（688617.CN）淨利潤 7157 萬元，同比增⾧ 16.78%。 

 皖通科技（002331.CN）淨利潤 4493 萬元，同比減少 4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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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經濟日誌 

 
日期 地區 事項 預期 前值 
週㇐ 歐元區 12 月消費者信心指數   -17.60 

週二 美國 

第三季度實際 GDP 年化季率終值 33.10% 33.10% 

第三季度消費者支出年化季率終值   40.60% 

第三季度核心 PCE 物價指數年化季率終值   3.50% 

11 月成屋銷售年化總數(萬戶) 670.00 685.00 

12 月諮商會消費者信心指數 97.50 96.10 

週三 
美國 

11 月個人支出月率(%) -0.10% 0.50% 

11 月耐用品訂單月率初值 0.50% 1.30% 

11 月核心 PCE 物價指數年率 1.40% 1.40% 

12 月密西根大學消費者信心指數終值 80.90 81.40 

11 月季調後新屋銷售年化總數(萬戶) 99.00 99.90 

日本 日本央行公佈 10 月貨幣政策會議紀要     

週四 日本  日本央行行⾧黑田東彥發表講話     

週五 日本 
12 月東京 CPI 年率 -0.80% -0.70% 

11 月失業率 3.10% 3.10% 
 

披露 分析員及其關連人士幷沒有持有報告內所推介股份或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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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爲申萬宏源集團成員，本報告不論是向專業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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