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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概覽 

 上日收市價 
單日

（%） 

本年

（%） 

恒生指數  26,314.63  -0.3  -6.7  

恒生國企指數  10,311.48  -1.1  -7.7  

上證綜合指數  3,397.29  0.0  11.4  

深證成份指數  14,044.10  0.2  34.6  

道鐘斯指數  30,403.97  0.7  6.5  

標普 500 指數  3,735.36  0.9  15.6  

納斯達克指數  12,899.42  0.7  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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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8656 浩歐博 待定 

港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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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5 中邦環境 01/06 

1440 DEYUN 
HOLDING 01/13 

    

除權除息 

代號 公司名稱 事項 除權日 

113 廸生創建 中期息 8 仙 12/29 

114 興利集團 中期息 3 仙 12/30 

156 力寶華潤 中期息 0.2 仙 01/04 

226 力寶 中期息 4 仙 01/04 

 
配股 

代號 公司 配售價 日期 

1583 親親食品 13.00（港元） 12/22 

968 信義光能 13.00（港元） 12/17 

1773 天立教育 7.72（港元） 12/16 

2399 虎都 2.65（港元） 12/14 

 

供股 

代號 公司 配售價 日期 

378 五龍動力 0.07（港元） 12/22 

 
 

宏觀及行業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最後關頭終于簽署新紓困法案，爲聖誕節假期後
的股市增添動力，美股三大指數周㇐開市後齊破頂，兼創收市新
高；道指曾飆超過 300 點，收市仍揚逾 200 點，蘋果及迪士尼帶領
大市造好。歐洲股市也上揚，美匯窄幅回穩，比特幣退守至 27000
美元樓下。 

 美國總統特朗普政府早前下令，禁止投資者購買被指與中國解放軍
關連的企業股份，財政部最新發出指引，厘清禁制令範圍涵蓋持有
相關股票的交易所買賣基金（EFT）與指數基金，被禁制企業的子
公司也列爲受限制範疇。 

 歐盟大使們對歐盟與英國的自由貿易協定草案予以支持，爲協議于
1 月 1 日生效鋪平了道路。 

 國家發改委經濟運行調節局主要負責人近日就冬季能源保供工作答
記者問時表示，目前供需總體平衡，民生用氣有保障。全國電力供
需形勢趨于平穩。電煤需求有所增加，但供應總體穩定，可以滿足
生産生活等用煤需要。 

 中國人民銀行、國家發改委、證監會聯合發布《公司信用類債券信
息披露管理辦法》。信用債品種包括非金融企業債務融資工具、公
司債券和企業債券，但三者信息披露規則不盡㇐致，爲此，三部門
聯合制定了統㇐的公司信用類債券信息披露要求。管理辦法同時對
債券募集說明書的編制提出了全面、規範的要求。 

 互聯網絡信息中心表示截至今年 6 月，網民人數已達 9.40 億，其
中 19 歲以下網民占 18.3%，爲 1.72 億人。而以職業劃分，學生占
比最多，達 23.7%。也就是說，有近 2.23 億網民還在讀書階段。 

 Counterpoint 表示今年全球手提電腦市場出貨總量創下歷史新高，
預估全年將以 9%的年增幅，達 1.73 億部。今年的全球手提電腦銷
售總額更超過 1320 億美元，幷預期需求增⾧趨勢至 2023 年才將放
緩。 

 銀保監會近日公布的 2020 年前 11 個月保費收入數據顯示，在此期
間，保險行業取得原保險保費收入 42180 億元，同比增⾧ 6.46%，
與前 10 個月 6.88%的同比增幅相比有所放緩。業內數據顯示，今年
前 11 個月，保險行業取得車險保費在産險四大主要險種中增幅最
低。健康險依然是各板塊業務中的亮點，保費同比增⾧ 16.41%，
業內人士繼續看好健康險的未來發展，但其賠付率高增⾧的問題也
引起了業內關注。 

 
公司要聞 

美股 

 英國製藥公司阿斯利康（AZN.US）首席執行官 Pascal Soriot 表示，
該公司的疫苗被認為對英國檢測到的新型冠狀病毒毒株有效。 

 嘉 楠 科 技 （ CRN.US ） 、 Marathon Patent （ MARA.US ） 、 Riot 
Blockchain（RIOT.US）等美股區塊鏈板塊集體大漲，比特幣㇐度突
破 280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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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derna（MRNA.US）股價走低，美國㇐醫生注射 Moderna 疫苗後出現嚴重過敏反應。 

 阿里巴巴（BABA.US）回購股票計畫總額由 60 億美元增加至 100 億美元。 

 特斯拉（TSLA.US）近日已經發佈了此前承諾的“假日更新”，在其版本系統更新中，特斯拉新增了 Boombox
功能，可以在車外播放自訂音訊，讓車主的車輛變成㇐個外置揚聲器。 

港股 

 兩隻新股周二挂牌，交易中心顯示，中國氣體工業投資（01940.HK）暗盤收報 1.68 元，較招股價升 22.63%。
匯森家居（02127.HK）收報 1.74 元，較招股價跌 1.69%。 

 股權投資服務平臺清科創業（1945.HK）公布招股結果，清科創業以每股 11 元定價，集資淨額 3.9 億元，清科
創業㇐手中籤率 2%，抽 375 手（150,000 股）始穩獲㇐手。 

 溫嶺浙江工量刃具（1379.HK）公布招股，溫嶺浙江工量刃具以每股 6.25 元定價，集資淨額 6180 萬元，溫嶺浙
江工量刃具㇐手中籤率 20%，抽 40 手（20,000 股）穩獲㇐手。 

 建發物業（02156.HK）擬以介紹方式上市。 

 DEYUN HOLDING（01440.HK）12 月 28 日-31 日招股 擬發行 3.15 億股。 

 中國玻璃（03300.HK）臨沂生産基地㇐條浮法玻璃生産綫擬于 2021 年二季度點火投産。 

 康寧杰瑞製藥-B（09966.HK）公司股份獲納入深港通下的港股通股票名單。 

 沛嘉醫療-B（09996.HK）獲選爲滬港通及深港通的合資格股票。 

 越秀地產（00123.HK）以 25.24 億人民幣投得廣州白雲區地皮。 

 小米（01810.HK）發布旗艦手機小米 11，售價 3999 人民幣起。高通驍龍 888 處理器的跑分超越麒麟 9000、蘋
果 A14 芯片，成爲現有智能手機陣營中，性能最强的㇐款芯片産品。 

 先聲藥業（02096.HK）公布，國家醫保局、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印發《國家基本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和生育保
險藥品目錄（2020 年）》，其用于治療腦卒中的創新藥先必新，即依達拉奉右莰醇注射用濃溶液被納入新版
目錄。 

 中國信達（01359.HK）公布建議分拆信達證券幷于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的最新進展，信達證券已就其股份于上
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向中國證監會呈交正式申請，幷于 2020 年 12 月 28 日接獲中國證監會發出的受理通知。留
意中國信達股價异動。 

 綠葉製藥（02186.HK）力撲素®列入新版國家醫保目錄。 

 君實生物（01877.HK）特瑞普利單抗注射液新納入國家醫保目錄。 

 三生製藥（01530.HK）三生國健的賽普汀及本公司的特比澳獲列入 2020 年國家醫保目錄。 

 諾誠健華-B（09969.HK）治療套膜細胞淋巴瘤等的奧布替尼獲國藥監批准上市。 

 先聲藥業（02096.HK）治療腦卒中的創新藥先必新®被納入新版醫保目錄 將惠及中國的腦卒中患者。 

 歐康維視生物-B（01477.HK）OT-401 獲准在海南博鰲開展真實世界研究。 

 歌禮製藥-B（01672.HK）甘萊 FXR 激動劑 ASC42 完成美國 I 期臨床試驗首例受試者給藥。 

 東陽光藥（01558.HK）抗丙肝病毒藥物“磷酸依米他韋膠囊”獲批准上市。 

 永泰生物 -B（06978） .HK 藥品審評中心批准 CAR-T-19 注射液産品的新藥臨床試驗申請。中國海洋石油
（00883.HK）公佈，已接獲控股股東中國海油集團通知，截至今年 12 月 23 日，中國海油於市場上共收購該公
司 2.54 億股普通股，佔已發行股份總數的約 0.57%。收購事項完成後，中國海油持有公司權益，由 64.44%增至
65.01%。 

 石藥集團（01093.HK）公佈，根據國家醫保局發布的《國家基本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藥品目錄
(2020 年)》通知，旗下丁苯酞軟膠囊及丁苯酞氯化鈉注射液(商品名：恩必普)的新醫保支付標準，分別定為每
粒 3.36 元人民幣及每支 139 元，較目前的全國最低售價分別降低 55.6%及 51.3%，於明年 3 月 1 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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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巴巴（09988.HK）及上汽集團等投資的汽車科技公司，於內地註冊成立，註冊資本 100 億元人民幣。內地
商業登記查冊網站天眼查的資料顯示，智己汽車科技於本月 25 日成立，法定代表人為王曉秋，經營範圍包括
汽車科技、網絡科技、訊息科技、計算機科技、電子科技領域內的技術服務等。 

 建業新生活（09983.HK）公佈，全資附屬公司河南建業物業以現金代價 1 億元人民幣，收購泰華錦業的 51%股
權。泰華錦業為河北省衡水市的物業管理公司。截至今年 8 月底，泰華錦業的在管總建築面積約 938 萬平方米
及總建築面積儲備約 310 萬平方米。 

 百濟神州（06160.HK）公佈，旗下 3 款創新型抗癌藥物，成功進入國家醫保局發布的《國家基本醫療保險、工
傷保險和生育保險藥品目錄》。該公司指，3 款藥物包括自主研發的抗 PD-1 抗體百澤安(替雷利珠單抗)、BTK
抑製劑百悅澤(澤布替尼)、以及安進戰略合作授權的安加維(地舒單抗 120mg)。 

 綠景中國地產（00095.HK）宣佈，旗下全資附屬公司化州綠景與萬達商業管理集團簽訂於化州綠景國際花城打
造萬達廣場的合作協議，合作經營期為 20 年，項目總建築面積約 11 萬平方米。 

 阿里巴巴（09988.HK）宣佈，董事會已授權增加公司的股份回購計劃總額，由 60 億美元增加至 100 億美元。
是次股份回購計劃的有效期為兩年，至 2022 年底。公司已於本季度開始執行該股份回購計劃。 

 信達生物（01801.HK）公佈，達攸同(貝伐珠單抗注射液)獲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批准新適應症，用於治療成人
復發性膠質母細胞瘤，為達攸同獲批的第 3 個適應症。 

A 股 

 現代製藥（600420.CN）公告，公司全資子公司國藥集團工業有限公司收到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核准簽發的
“枸櫞酸舒芬太尼注射液”2 個規格的藥品註冊證書。規格：(1)1ml：50μg(按 C22H30N2O2S 計)(2)2ml：100μ
g(按 C22H30N2O2S 計)。 

 沃格光電（603773.CN）公告，擬以 4000 萬-8000 萬元回購股份，回購價格不超過 44 元/股。本次回購的股份
擬全部用於實施股權激勵計畫。 

 天士力（600535.CN）公告，公司獨家產品芍麻止痙顆粒通過了醫保談判，首次被納入國家醫保目錄。芍麻止
痙顆粒適應症為 Tourette 綜合征（抽動-穢語綜合征）及慢性抽動障礙，具有平抑肝陽，息風止痙，清火豁痰
的功效。 

 天通股份（600330.CN）公告，全資子公司天通吉成收到中標通知書，為江蘇協鑫矽材料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108
單晶專案主設備採購中標單位，中標總價 6.27 億元（含稅），占公司 2019 年營業總收入的 22.56%。該項目中
標進㇐步提升了公司在光伏太陽能矽片製造設備領域的行業地位。 

 恒瑞醫藥（600276.CN）公告，公司產品注射用卡瑞利珠單抗、鹽酸艾司氯胺酮注射液和培門冬酶注射液談判
成功，納入或保留在《國家醫保目錄》㇠類範圍；注射用紫杉醇（白蛋白結合型）作為第二批國家組織藥品集
中採購中選藥品，納入《國家醫保目錄》㇠類範圍。公司上述納入《國家醫保目錄》的四個產品，2019 年度
合計銷售額約為 32 億元，2020 年 1-3 季度合計銷售額約為 48 億元。 

 九典製藥（300705.CN）公告，公司技術中心被認定為第 27 批國家企業技術中心，該資質的認定將對公司未來
發展產生積極作用。 

 江蘇吳中（600200.CN）公告，公司全資子公司吳中醫藥共有 29 個在產藥品（41 個品規）在《國家醫保目錄》
（2020 年）中。此次新進入的在產藥品 1 個，產品名稱為利巴韋林注射液。利巴韋林注射液為抗病毒藥，用於
呼吸道合胞病毒引起的病毒性肺炎與支氣管炎。 

 人福醫藥（600079.CN）公告，公司子公司武漢人福藥業有限責任公司近日收到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核准簽發
的安立生坦片的《藥品註冊證書》。 

 新朋股份（002328.CN）公告，實控人宋琳 12 月 25 日通過大宗交易向江蘇新潮集團科技有限公司定向轉讓公
司股份 1510 萬股，占公司總股本的 1.98%。 

 東方鐵塔（002545.CN）公告，中標 1.49 億元國家電網項目，占公司 2019 年營收的 5.70%。 

 新築股份（002480.CN）公告，預計 2020 年盈利 5000 萬元–6500 萬元，同比扭虧，業績增⾧主要系處置奧威科
技股權確認投資收益約 2.63 億元。 

 新產業（300832.CN）公告，兩項新型冠狀病毒檢測產品取得 CE 准入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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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業績  

A 股 

 之江生物（688317.CN）淨利潤 6.96 億元，同比增⾧ 1259.1%。 

港股 

 中滔環保（01363.HK）2020 年中期股東應占虧損 9295.2 萬港元, 同比减少約 46.47%。 

 
本周經濟日誌 

 
日期 地區 事項 預期 前值 

週㇐ 

美國 12 月達拉斯聯儲製造業活動指數 10.20 12.00 

歐盟 歐盟議會領導人將召開會議，討論歐盟與英國談判的結果     

日本 日本央行公佈 12 月貨幣政策會議上委員會成員意見摘要     

週三 美國 

11 月批發庫存月率初值(%) 0.70% 1.10% 

11 月零售庫存月率(%)   0.80% 

12 月芝加哥 PMI 56.50 58.20 

11 月季調後成屋簽約銷售指數月率(%) 0.10% -1.10% 

週四 中國 

12 月官方製造業 PMI 52.00 52.10 

12 月官方非製造業 PMI 56.40 56.40 

12 月官方綜合 PMI   5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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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者、機構投資者或是個人投資者發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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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幷不保證此等資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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幷于國內發表，申萬宏源研究（香港）有限公司對認爲適用的內容進行審閱幷翻譯，然後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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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內所載的觀點幷不代表申萬宏源集團的立場。本報告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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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申萬宏源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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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人和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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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幷考慮，幷必須小心留意此聲明內容。倘若本報告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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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于新加坡收取本

報告，幷對本報告有任何疑問，可致電 65-6323-5207 聯繫 Shenwan Hongyuan Singapore Private Limited。 

 

版權所有 聯繫公司：申萬宏源研究（香港）有限公司，香港軒尼詩道 28 號 19 樓 

其關連㇐方：申萬宏源研究所，中國上海市南京東路 99 號 3 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