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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離土國危機 美銀行股基金看俏

葉滙豪
中銀國際股票衍生產品聯席董事

騰訊(0700)業績差過市場預期，第二
季純利出現按年倒退，拖累股價一度
跌穿 320 元。不過，如參考撇除併購交
易等影響的「非通用會計準則」數
字，第二季純利達 197 億元人民幣，按
年仍然增長兩成。加上騰訊一度跌穿
保力加通道底部，觸發股價於上周五
出現技術性反彈；惟全星期仍跌接近
一成。在窩輪市場，過去五個交易日
有逾 2.3 億元資金流入騰訊認購證，反
映資金傾向博騰訊反彈。

溫 傑

光大新鴻基財富管理策略師

佳績可期 友邦購輪吼

20806

土耳其危機成為上周市場焦點。在美國總統特朗
普前一周提高進口自土耳其的金屬產品關稅後，土
耳其周三將來自美國的汽車、酒類和煙葉關稅稅率
也提高相同幅度。白宮旋即表示即便土耳其釋放美
國牧師，也不會取消對其實施的促成其貨幣危機問
題的鋼鐵關稅。兩國紛爭愈演愈烈，里拉重挫至紀
錄低位，土耳其財長阿爾巴伊拉克先是表態該國已
擬定緊急行動計劃馬上落實，後又舉行電話會議尋
求消除國際投資者的疑慮，土耳其央行亦出手向銀
行業提供所需流動性。土耳其盟友卡塔爾承諾向土
耳其投資150億美元。
不過，美國上周四警告將對土耳其實施更多經濟
制裁，除非其釋放被拘押的美國牧師布倫森(Andrew Brunson)。另一邊廂，中國和美國政府上周
四表示，兩國本月將舉行較低級別的貿易磋商，為
雙方化解不斷升級的關稅戰帶來了希望。該消息提
振投資者人氣，使新興市場貨幣獲得喘息之機，美
元則因避險意願降溫而脫離上周三創下的 13 個月
新高。在下周，中美兩國將舉行新一輪貿易磋商是
關注重點；此外，土耳其危機的陰霾還未消散也仍
會受到市場所關注，而美聯儲和澳洲央行將公佈政
策會議記錄。美國聯邦儲備理事會(FED)上周四
稱，美國前國務卿鮑威爾(Colin Powell)將於 8 月 24
日在懷俄明州傑克森霍爾(Jackson Hole)的全球央行
會議上發表講話。
倫敦黃金方面，金價在上周四跌見 19 個月低位

編號：臨 2018-023

附：
一、 公司主要會計數據和財務指標
( 一 ) 主要會計數據

單位：元
上年同期

幣種：人民幣

本報告期比上年同期增減 (%)

1,057,675,121.38

1,018,347,428.64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56,300,373.95

56,058,728.50

0.43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扣除非經常性
損益的淨利潤

39,396,694.71

45,153,075.60

-12.75

3.86

-399,714,016.24

本報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報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減 (%)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資產

3,002,373,283.36

3,021,432,913.25

-0.63

總資產

3,696,022,872.53

3,771,709,106.79

-2.01

( 二 ) 主要財務指標
主要財務指標

本報告期（1 － 6 月）

上年同期

本報告期比上年同期增減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482514

0.04463274

0.43

稀釋每股收益（元／股）

0.04482514

0.04463274

0.43

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的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3136679

0.03594990

-12.75

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率（%）

1.85

1.86

減少 0.01 個百分點

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的加權平均淨資
產收益率（%）

1.29

1.50

減少 0.21 個百分點

二、 非經常性損益項目和金額

單位：元

非經常性損益項目

金額

非流動資產處置損益

9,272,069.13

越權審批，或無正式批准文件，或偶發性的稅收返還、減免
計入當期損益的政府補助，但與公司正常經營業務密切相關，符合國家政策規定、按照一
2,882,789.43
定標準定額或定量持續享受的政府補助除外
計入當期損益的對非金融企業收取的資金佔用費
企業取得子公司、聯營企業及合營企業的投資成本小於取得投資時應享有被投資單位可辨
認淨資產公允價值產生的收益
非貨幣性資產交換損益
委託他人投資或管理資產的損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災害而計提的各項資產減值準備
債務重組損益
企業重組費用，如安置職工的支出、整合費用等
交易價格顯失公允的交易產生的超過公允價值部分的損益
同一控制下企業合併產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併日的當期淨損益
與公司正常經營業務無關的或有事項產生的損益
除同公司正常經營業務相關的有效套期保值業務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資產、交易性金融負
債產生的公允價值變動損益，以及處置交易性金融資產、交易性金融負債和可供出售金融
資產取得的投資收益
單獨進行減值測試的應收款項減值準備轉回
對外委託貸款取得的損益
採用公允價值模式進行後續計量的投資性房地產公允價值變動產生的損益
根據稅收、會計等法律、法規的要求對當期損益進行一次性調整對當期損益的影響
受托經營取得的托管費收入
除上述各項之外的其他營業外收入和支出
其他符合非經常性損益定義的損益項目
少數股東權益影響額

光大新鴻基預期，若土耳其總統埃爾
多安仍拒絕釋放布朗森，美國很大機會
加大制裁力度。雖然土耳其經濟規模不

英皇金融集團 黃美斯

東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日

-317,060,799.12

里拉崩盤火燒連環船

金匯 出擊

一、董事會會議召開情況
東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屆董事會第二次會議於 2018 年 8 月 3 日發出會議通知，於 2018 年 8 月 17 日在東
方通信城 A210 會議室以現場結合通訊方式召開。會議應到董事 9 人，現場參加董事 6 人，以通訊方式參加董事 3 人，
公司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列席了會議 , 會議的召開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
二、董事會會議審議情況
會議審議並通過了以下議案和報告：
（一）、公司 2018 年上半年業務報告及下半年業務發展計劃；
表決結果：同意票 9 票，反對票 0 票，棄權票 0 票。
（二）、公司 2018 年上半年財務決算報告；
表決結果：同意票 9 票，反對票 0 票，棄權票 0 票。
（三）、《關於公司 2018 年半年度報告正文及摘要的議案》。
具體內容詳見同日刊載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的《東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報告》、《東方通信股
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報告摘要》。
表決結果：同意票 9 票，反對票 0 票，棄權票 0 票。
特此公告。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映投資者憂慮歐洲銀行在土耳其的資產
會否受里拉急挫影響。

金價跌勢稍緩 關注中美談判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
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營業收入

自2016年初至今，只有69%歐洲銀行
股盈利優於預期，遜於美國銀行股之
78%。截至 2018 年第 1 季歐洲銀行業淨
利息收益率（NIM）平均更只有1.5%，
遠低於美國銀行業之 3.1%。數據反映近
年歐洲之低息環境、資本重整進展較
慢，削弱了當地銀行業的盈利能力。反
觀，近期美國經濟持續向好，支持聯儲
局繼續加息，有望令銀行淨息差相應擴
闊。配合一系列減稅方案及放寬金融監

特朗普於 8 月 10 日宣佈提高對

品大幅加徵關稅，令兩國緊張關係升溫。

向土耳其貸款近1,400億美元。當中以西
班牙對外銀行(BBVA)、意大利裕信銀行
(UniCredit)、法國巴黎銀行(BNP)及荷蘭
國際集團(ING)佔比最多。截至8月16日
歐洲 Stoxx 600 指數按周跌 2.2%，正反

東信 B 股

本報告期（1 － 6 月）

招救市但成效有限，其更擬對美國進口部分產

據國際清算銀行(BIS)之最新報告，
根西班牙、法國及意大利銀行業合共

東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屆董事會第二次會議決議公告

主要會計數據

加息提高銀行業盈利

投資攻略

如看好騰訊回升，可留意騰訊認購
證(21932)，行使價 358 元，明年 1 月到
期，實際槓桿 8 倍。貼價選擇，可留意
騰訊認購證(25700)，行使價 348 元，明
年 2 月到期，實際槓桿 7 倍。如繼續看
淡騰訊，可留意騰訊認沽證(26191)，
行使價 310.88 元，明年 4 月到期，實際
槓桿 5 倍。小米(1810)上星期跌穿 17 元
招股價，創上市新低；全星期跌近一
成。如看好周三公佈業績的小米出現
反彈，可留意小米認購證(25699)，行
使價 18.9 元，12 月到期，實際槓桿 4
倍。
平保(2318)及友邦(1299)將於周二及
周五公佈業績。回顧平保首季的「壽
險及健康險新業務價值」按年下跌，
令市場失望；需留意次季新業務價值
能否回升。在窩輪市場，過去五個交
易日有約 2,300 萬元資金流入平保認購
證。如看好平保，可留意平保認購證
(22332)，行使價 73.88 元，明年 1 月到
期，實際槓桿9倍。
至於友邦，業績往往優於市場預
期，首季之新業務價值創新高，按年
增長兩成。最樂觀之大行給予友邦的
目標價為 96 元。在窩輪市場，過去五
個交易日有約 800 萬元資金流入友邦認
購證。如看好友邦，可留意友邦認購
證(20806)，行使價 72.88 元，12 月到
期，實際槓桿10倍。
窩輪市場資金較多流入金斯瑞生物
(1548)認購證，過去五個交易日流入的
資金達 1,700 萬元。如看好金斯瑞，可
留 意 金 斯 瑞 認 購 證 (26123)， 行 使 價
22.02元，明年1月到期，實際槓桿3倍
以上。
本文資料由香港證監會持牌人中銀
國際亞洲有限公司發出，其內容僅供
參考，惟不保證該等資料絕對正確，
亦不對由於任何資料不準確或遺漏所
引起之損失負上責任。本文資料並不
構成對任何投資買賣的要約，招攬或
邀請，建議或推薦。認股證/牛態證屬
無抵押結構性產品。 本欄逢周一刊出

股票簡稱：東方通信

日曾閃崩式下跌 26%。即使土耳其央行推出 4

兩年終招致美國制裁。美國總統

騰訊博反彈 留意購證21932

證券代碼：600776 900941

土耳其鋼鋁關稅一倍，令土耳其里拉兌美元同

大，惟債台高築，成為投資市場的不明
朗因素。根據國際金融協會(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的資料顯示，其債
務佔今年國內生產總值(GDP)約 70%，
若里拉跌勢持續，有可能呈現債務違
約，屆時歐洲銀行業將受打擊。

土耳其羈押美國牧師布倫森近

-283,935.55
14,448,833.87
-470,166.58

所得稅影響額

-8,945,911.06

合計

16,903,679.24

幣種：人民幣

附註（如適用）

後，周五稍呈喘穩。金價周四觸及2017年1月以來
低點 1,159.96 美元，因遭遇停損賣盤。美元兌多數
主要貨幣上周稍早上漲後，出現溫和修正，這支撐
了黃金的反彈。

受惠風險厭惡水平下降
美元脫離上周稍早觸及的 13 個半月高位，在中
國同意本月與美國進行較低級別的貿易談判後，風
險厭惡水平下降。
技術走勢而言，金價原先在過去一周多以來均維
持於 1,200 關口上方的窄幅區間內橫盤，但隨着上
周一的挫跌，金價自2017年3月以來終於首次失守
這個關口，估計若然金價未可扳回此區上方，將繼
續延伸下跌動力。倘若以 2015 年 12 月低位起始的
累計漲幅計算，61.8%的回吐幅度為 1,171 美元，
為另一重要參考；預估較大支撐將直指 1,150 及
1,139 美元水平。至於上方支持料為 1,185 及 1,195
美元，下一級看至25天平均線1,212美元。

■圖為黃金金磚
圖為黃金金磚。
。

管政策，均進一步提高美國銀行業盈利
能力。當中，地區性及商業銀行尤其受
惠。根據標普智匯(S&P Global Market
Intelligence)預測，2018 年美國銀行業盈
利可望有 28%增長，綜合而言美國銀行
業可看高一線。
策略上，建議投資者採取分段買入的
方式，投資與美國銀行相關的基金，並
作中線部署。基金選擇包括宏利美國銀
行業股票基金，其資產約 80%投資於美
國地區銀行及 11%於多元化銀行。基金
的特別之處在於選股策略，例如參考聯邦
銀行的監管框架，以評估銀行6項基礎因
素。另可考慮貝萊德世界金融基金，以同
時捕捉美國大、中型銀行之增長潛力。其
超 過 50% 資 產 主 要 投 資 於 美 國 銀 行
(59%)，頭 6 大持股均是大型知名銀行；
其1年表現更跑贏基準指數約7.7%。

本周數據公佈時間及預測(8月20日-24日)
預測

上次

20 德國 3:00 PM 七月份生產物價指數#

-

+ 3.0%

21 英國 4:30 PM 七月份公共財政赤字 (英鎊)

-

54 億

日期 國家 香港時間

報告

22 美國 10:00 PM 七月份二手房屋銷售 (單位) 540 萬 538 萬
23

8:30 PM 截至前周六的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 21.5 萬 21.2 萬
10:00 PM 七月份新屋銷售 (單位)

24 日本 7:50 AM 七月份企業勞務生產物價指數#
美國 8:30 PM 七月份耐用品訂單

62.0 萬 63.1 萬
-

+ 1.2%

- 0.6% + 1.0%

上周數據公佈結果(8月13日 -17日)
日期 國家 香港時間
13
14

報告
無重要數據公佈

英國 4:30 PM 八月份失業率
8:30 PM 七月入口物價指數

15

8:30 PM 七月份零售額
第二季非農業生產力

資料圖片

美國

16

結果 上次

9:15 PM 七月份工業生產
七月份設備使用率

4.0% 4.2%
0.0% - 0.1% R
+ 0.5% + 0.2% R
+ 2.9% + 0.3% R
+ 0.1% + 1.0% R
78.1 78.1 R

10:00 PM 六月份商業存貨

+ 0.1% + 0.3% R

8:30 PM 七月份建屋動工(單位)

116.8 萬 115.8 萬 R

截至前周六的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 21.2 萬 21.4 萬 R
17 歐盟 6:00 PM 七月份歐元區協調化消費物價指數# + 2.1% + 2.0%
美國 10:00 PM 七月份領先指標
+ 0.6% + 0.5%
八月份密歇根大學消費情緒指數

95.3 97.9

註：R代表修訂數據 # 代表增長年率

航天六院軍民融合年產值逾百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仕珍 西安報道）
總部位於西安的航天科技集團六院日前舉行
了一場頒獎會，表彰該院 40 個軍民融合的
優秀產品。
據了解，這些獲獎產品代表了液體火箭
發動機技術的最新軍民融合成果，已具一定
的行業影響力和市場發展潛力。10 年間，
航天六院由此帶來的經濟效益亦從十多億元
（人民幣，下同）增長到逾百億元。
據了解，獲獎產品中，既有為我國大氣
污染治理專門研發的脫硫脫硝除塵一體化
超低排放裝置、內地首家獲得美國 ASME
認證的安全閥系列產品，也有內地市場佔
有率達到 90%的「賽默森」圓凹一體壁紙
生產線等，多個產品為國家填補技術空
白。
西安航天源動力公司總經理楊國華介
紹，公司研製的超薄鋰電銅箔生產設備，
可以生產出世界上最薄的銅箔產品，目前
國際主流鋰電池生產商 50%以上都採用其

設備。

轉化兩大領域最具代表性
航天六院副院長周利民在接受記者採訪
時表示，該院的航天科技成果轉化最具代表
性的是在高端裝備和節能環保兩大領域。當
前，在高端裝備領域，六院已將發動機上的
泵閥技術轉向能源化工行業的一些高端裝
備，高速泵、安全閥等，都已很好地替代了
國外的產品。
而在節能環保方面，該院充分利用火箭
發動機的核心處理技術，已研發出垃圾熱解
技術、等離子焚燒技術、高鹽廢水處理技術
等多種危廢處理技術，受到市場用戶和國家
科技部的高度認可。
據悉，該院已與白俄羅斯進行了前期溝
通，計劃在中白巨石工業園成立研發中心及
平台，把一些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品在當地
實現生產，以更好地服務白俄羅斯周邊國
家，進一步拓展歐洲市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