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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昨日高開高走，最多升654點，收市仍升513點
或2.11%，收報24,891點。大市投資氣氛轉好，有利資
金流入傳統較落後的內銀及內險股上。事實上，包括招行
(3968)和太保(2601)漲幅均逾3%。作為一線內險股的中國
人壽(2628)昨隨同業造好，收報18.7元，升0.3元或
1.63%，現價續企穩於多條重要平均線之上，因本身估值
在同業中仍有偏低感，料續有利其後市延續反彈勢頭。
中國人壽較早前於2020年上半年工作會議上披露了
上半年業績。集團上半年合併營業收入6,018億元(人民
幣，下同)，同比增長11.3%，合併保費收入5,102億
元，同比增長14%。數據顯示，壽險公司保費收入
4,280億元，同比增長13.2%，規模與價值均跑贏大
市，市場領先優勢有所擴大。財險公司保費收入447億

元，同比增長13.3%，增速高於行業。海外公司合併保費收入
462億港元，首年期交位居市場前列。
在投資板塊，全系統管理第三方資產規模1.7萬億元，較年初
增長17.6%，養老險公司管理資產規模突破1.2萬億元。銀行板
塊，廣發銀行營業收入同比增長6.9%。瑞信早前發表的研究報
告認為，國壽今年上半年的新業務價值料增長6.5%，該大行上
調其目標價，由29元(港元，下同)升至30元，評級維持「跑贏大
市」，並調升集團今年至2022年每股盈利1%至3%。
國壽往績市盈率8.16倍，市賬率1.17倍，估值在同業中不算
貴。此外，該股股息率4.36厘，論股息回報則具吸引。國壽發力
追落後，上望目標為52周高位的22.9元，惟失守50天線支持的
17.72元則止蝕。

看好友邦留意購輪13170
友邦保險(1299)昨收報72.65元，升2.54%，表現略為跑贏大
市。若繼續看好該股後市表現，可留意友邦瑞信購輪(13170)。
13170昨收0.127元，其於今年10月20日最後買賣，行使價80.93
元，兌換率為0.1，現時溢價13.15%，引伸波幅30.38%，實際槓
桿13.2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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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各國經濟及貿易活動重啟，
對航運需求恢復增加，部分海運航
線運費見年內新高，尤其是集裝箱
運 費 已 提 升 ， 有 利 中 遠 海 控
（1919）。集團的定價強勢，意味
有更佳的收益，基本面改善，盈利
能力加強，值得看好。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各國的

經濟貿易活動幾乎停擺，導致今年
首5個月航運行業的運輸量疲軟，但
自6月以來，多國經濟重啟，有秩序
復工、復產，令早前被抑制的貨運
需求集中釋放，航運業出現復甦跡
象。其中，集裝箱的運輸量更強勁

增長，第三季旺季的運輸量進一步
提升，下半年的市場前景樂觀。
運費方面，美西線的運費已見年

內高位，而且船舶平均艙位利用率
處於滿載水平，部分更出現「爆
艙」情況，供不應求推升運費。至
於歐線的貨運亦表現穩定，船舶平
均艙位利用率約95%，運費亦有小
幅上升。即使原先閒置的運力回歸
市場，但運費仍然可以維持高位，
從而在旺季獲取更大的盈利。

燃油價格大跌助降成本
今年首季受到疫情影響，中遠海

控收入 361.09 億元（人民幣，下
同），按年微升3%；純利2.92億
元，按年下跌57.6%。雖然首季業績
倒退，但相信第二季盈利大幅增
加，主要因為期內燃油價格大跌，
特別是新加坡低硫油平均價格由第
一季的每噸510美元下跌至第二季的
每噸273美元，跌幅達46.4%；而期
內運費按季僅有小幅下跌，預計中
遠海控第二季盈利達到8億元，按季
升幅174%。
隨着行業整合及結構改善，有助

消耗年初至今剩下的航運力，推動
運費上漲；而在季節性因素下，乾

散貨價格有望提升。以第三季美西
線的40呎標準集裝箱平均運費2,500
美元計，單是美西線運費將為中遠
海控第三季帶來15億元盈利。
中遠海控持續擴大船隊規模，早

前分別與南通中遠海運川崎船舶工
程、大連中遠海運川崎船舶工程簽
訂造船協議，共計購買5艘2.3萬噸
TEU型集裝箱船舶，總價合計54.01
億元。
航運股屬於周期性板塊，波動性

較強，中遠海控股價昨天造出52周
新高，收報3.7元(港元，下同)，升
4.52%。現價市盈率僅6倍，相當吸
引。走勢上，已突破250天線及長達
3年的下降軌，RSI升至79水平，走
勢轉強，下一個目標價看4元；惟跌
破20天線（2.96元）則止蝕。

俄率先註冊新冠疫苗 歐元急升
歐元上周四受制1.1915美元
附近阻力後走勢偏軟，上周尾段
失守1.18美元水平，本周二在
1.1720美元附近獲得較大支持後
掉頭回升至1.18美元水平。美元
指數上周五至本周早段呈現反
彈，本周二曾觸及93.73水平1
周高點，不過反映投資者信心的
德國8月份ZEW指數本周二攀
升至71.5，較7月份的59.3顯著
上升，同日俄羅斯宣布成為首個
註冊新冠疫苖注射的國家，歐洲
股市急升，消息利好歐元，美元
指數反而一度走低至 93.19 水
平。

區內經濟數據趨好轉
歐盟統計局上周三公布資料顯
示，歐元區5月份與6月份的零
售分別有20.3%及5.7%增長，
均好於4月份的負增長表現，同
日Markit公布歐元區7月份綜合
PMI終值上修至54.9，為兩年以
來最快增幅，利好歐元區第3季

經濟的開端，對歐元構成支持。
雖然歐元上周未能持穩1.19美元
水平，加上部分投資者趁美國公
布7月份非農就業數據後減持歐
元獲利，引致歐元連日受壓，本
周二曾走低至1.1720美元附近1
周低位，但隨着歐元區經濟數據
趨於好轉，歐元過去兩周均依然
守穩位於1.1690至 1.1710美元
之間的主要支持區，該因素將有
助歐元在1.17至1.18美元之間
作整固後擴大升幅，預料歐元將
反覆重上1.1900美元水平。
周一紐約 12 月期金收報

2,039.70美元，較上日升11.70
美元。俄羅斯周二宣布批准新冠
疫苗注射，成為首個註冊新冠疫
苗的國家，歐洲股市顯著上升，
金價遭遇回吐壓力，現貨金價輕
易跌穿2,015美元主要支持位，
失守2,000美元關位後進一步回
落至1,975美元水平，跌幅有擴
大傾向。預料現貨金價將反覆下
試1,940美元支持位。

馮強

曾永堅
圓通環球金融集團

行政總裁

A股三大股指昨日早盤持續衝
高，午後集體跳水翻綠。截至收
盤，上證指數收報3,340點，跌
1.15%，成交額5,140億元(人民
幣，下同)； 深證成指收報
13,446 點，跌 1.40%，成交額
6,206億元；創業板指收報2,689
點，跌1.70%，成交額1,989億
元。申萬一級行業指數跌多漲
少，其中食品飲料、農林牧漁、
銀行漲幅居前，計算機、有色金
屬、非銀金融跌幅居前。資金
上，北向資金當日淨流入63億
元，其中滬股通當日淨流入
32.14億元，深股通當日淨流入
31.06億元。

概念題材多數收跌
權重股早盤走強，概念題材上

多數收跌。昨日早盤，銀行股走
強，帶動股指開盤上行。但從漲
跌比來看，早盤的表現就已經顯
露出了昨天股指的弱勢：在指數
全部上行紅盤的情況下，漲跌家
數比一直在2:3附近徘徊，小盤
股被大盤股牽引才勉強維持穩
定。十點後，深指、創業板指頹
勢盡顯，一路走低。午盤後，市
場出現小幅反彈，並在兩點後一
齊跳水。
概念板塊上，漁業、海軍裝
備、轉基因和白酒等概念表現領
跑大盤，具體來看，漁業應仍是
受超市水產品國產化替代的利
好，在近期被炒高後連續走弱昨
日出現了反彈；軍工概念表現強
勢，中船系漲幅居前。午間糧食
安全的相關報道發酵，農業種植

板塊午後開盤異動拉升。白酒概
念再度走強。而調整端來看，鐵
礦石板塊近日連續上行，近日走
弱領跌兩市；隨着金價下行，貴
金屬亦是全面走弱；其他走弱的
板塊還有煤化工、彩票概念等。
券商午後大幅跳水。此外深圳國
資改革、可降解塑料、杭州亞運
會等板塊同樣跌幅居前。
炒作標的枯竭，等待市場方
向。上證指數3,400點久攻而不
下亦是使市場的信心值降低，市
場上炒作概念枯竭，缺乏上行動
力，推動股指上行的疫苗股、科
技股乃至光伏、風電等均表現出
了人氣渙散的景象。結合近期北
上資金上躥下跳的表現情況，近
期股指恐難以繼續上行，此時若
是國際關係方面傳出一些不利消
息，即便沒有實質利空，也可能
進一步擾亂投資者們的投資情
緒，我們本周伊始即提示投資者
適當降低過高的倉位。

績優品種逐步出現
當然，我們也並沒有悲觀到否
定下半年的行情，畢竟機構核心
標的維持震盪已經超過三周，而
創業板經歷連續下行之後，部分
股票的估值也有所回歸，市場上
一些估值小窪地已經逐漸顯現，
今年即便在市場最悲觀的時候，
仍然存在買盤承接力較好，估值
已經買得下手的價值標的，所以
雖然對於大勢存在擔憂，適當降
低倉位，但在市場調整中，又開
始有可以買得下手的績優品種逐
步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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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銀行昨天開展500億元人民幣
七天期逆回購操作，為連續第三天開
展逆回購。公開市場昨天沒有逆回購
到期，即當天淨投放500億元(人民
幣，下同)。人行的行動進一步展示維
持寬鬆貨幣政策的取態。事實上，中
國近日發布的7月份通貨膨脹數據縱
使數值高於市場預期，但境內實際的
通脹壓力並不顯著，反映人行下半年
尚有較多政策寬鬆空間。

市場實際需求仍偏弱
根據國家統計局，7月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同比上升
2.7%，高於市場預期的2.6%，且為最近三個月最高水平。不
過，若果7月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CPI則按年上升0.5%，升
幅較6月回落0.4個百分點，表明實際需求仍偏弱。受南方水
災及局部疫情反彈等影響，中國7月豬肉和鮮菜等食品價格漲
幅擴大，帶動當月CPI升幅超預期。
故此，7月CPI超預期回升主要受洪災等偶發因素所致。內
地隨着餐飲服務等逐步恢復，豬肉消費需求持續增加，而多
地洪澇災害對生豬調運亦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令供給仍然
偏緊，豬肉價格7月按年上漲85.7%，漲幅較6月擴大4.1個百
分點。此外，受不利天氣影響，鮮菜價格按年上漲7.9%，漲
幅擴大3.7個百分點。

整體經濟漸復甦可期
另一邊廂，中國7月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

指數（PPI）按年下降2.4%，呈現連降六個月
且7月降幅較6月進一步收窄（PPI按月上漲
0.4%，連續第二個月呈上漲）。7月降幅收窄
現象提振市場對整體經濟從疫情中復甦的期望。
PPI降幅收窄，主因內地復工復產力度較大，

另一方面，因大宗商品價格企穩有所上升，配合中
央的穩增長政策，例加快「兩新一重」（即新型基
礎設施建設，新型城鎮化建設，交通、水利等重大
工程建設）建設對工業需求產生明顯的拉動。
(筆者為證監會持牌人士，未持有上述股份權益)

觀察投資

黃敏碩
寶鉅證券董事及
集團首席投資總監

融合線上線下 國際家居看俏
國際家居

(1373)於本港
和 亞 洲 多
地，以「日
本 城 」 、
「 日 本 之
家 」 、
「123 by
Ella」及「生
活提案」及
「多來買」

等品牌，及兩個網購線上平台，銷
售家居、個人護理、零食與家庭快
速消費品，現時於各地店舖總數達
到378家，本地則佔311家。面對新

冠肺炎來襲，令本地零售市道步入
寒冬，惟市民因此對衞生用品需求
大增，有利集團零售業務表現。
儘管年內本地社會事件導致部分

店舖曾提前暫停營業， 惟因本港尚
未阻止疫情擴散，市民為求自保遂
紛搶購口罩及清潔用品，加上本地
零售市道持續疲弱，各區舖租有望
回落，或可降低整體租金開支成
本。

轉型綜合百貨連鎖店
同時集團以具競爭力價格提供多

元化產品，為客戶帶來一站式購物
體驗，且轉型成為綜合百貨連鎖店

鋪路。
集團去年股東應佔利潤

增加 26.8% ， 至 1.5 億
元，毛利率為46.6%，主
因其不斷拓闊產品組合，
監察採購價格及物流成
本，以及審慎控制經營開
支所帶動。集團中長期仍
會在本地、新加坡及澳門
擴充業務，將於繼續物色
合適地點開設新店，尤其是本港新
發展的住宅地區及新建公營房屋，
藉此擴大於本地零售市場份額。另
因疫情關係令旗下網購定單急增，
有助其致力轉型融合線上線下發

展，前景看俏。建議可於2.3元以下
吸納，目標價2.5元，跌穿2.125元
止蝕。(筆者為證監會持牌人士，本
人及/或有聯繫者沒有於以上發行人
或新上市申請人擁有財務權益)

領航股市

內需消費股繼續跑出

操作上，宜繼續保持謹慎態度來
應對，要做好一定的倉位風控

以及注意節奏，未來一周是港股有可
能出現變盤的關鍵時間窗口。恒指出
現跌後反彈，在盤中曾一度上升655
點高見25,032點，但是午後升幅有
所收窄，在騰訊中報即將公布前，市
場資金未敢貿然猛進，總體氣氛是偏
觀望謹慎的，而內需消費股繼續有突
出表現，在科網股喘氣期間，加上內

循環是內地下半年經濟發展主體，都
是促使資金流入投放的原因。
恒指收盤報24,891點，上升513點
或2.1%。國指收盤報10,153點，上
升163點或1.62%。另外，港股主板
成交金額有1,413億多元，而沽空金
額有174.8億元，沽空比例12.37%。
至於升跌股數比例是1015：857，日
內漲幅超過14%的股票有47隻，而
日內跌幅超過11%的股票有38隻。

騰訊好淡角力惹關注
繼續跟進一下騰訊的情況，股價

連跌三日後反彈，但在盤中受制於
526元，也就是我們早前指出的，未
能觸發市場出現有效的逼空，潛在的
技術性沽壓未可散去。騰訊最終收盤
報513.5元，反彈了2.29%，而日內
沽空金額仍錄得有接近21億元，平
均沽空價在516.5元。我們還是維持
近日的觀點看法，騰訊股價需要升穿
526元來逼空，不然的話，潛在沽壓
未可退去，而即將公布的中報將會是
多空對決的短期關鍵消息，宜多加注
視。

科網股整固消化沽壓
另一方面，在科網股前期漲幅已
多、需要喘喘氣整固整理一下的情況
下，正如我們早前指出，內需消費股

有成為資金配置部署的新目標。幾隻
點評過的，包括青島啤酒(0168)、華
潤啤酒(0291)、蒙牛乳業(2319)、安
踏(2020)、李寧(2331)、以及海底撈
(6862)等等，近期都有相對堅穩的表
現，顯示出在下半年以「內循環」作
為內地經濟發展主體的情況下，資金
有持續進行部署的傾向跡象。其中，
海底撈漲了有 13%創出上市後新
高，另外，安踏和李寧也有突出表
現，分別漲了有5.6%和10.63%，建
議對內需消費股可以繼續關注跟進。
此報告所載的內容、資料及材料

只提供給閣下作參考之用，閣下不應
依賴報告中的任何內容作出任何投資
決定。第一上海證券有限公司/第一
上海期貨有限公司/其關聯公司或其
僱員將不會對因使用此報告的任何內
容或材料而引致的損失而負上任何責
任。

8月11日。港股三連跌後出現反彈，恒指

彈了逾500點，但仍處於25,000點關口以下

來收盤。走勢上，恒指未能升穿25,200點阻

力，正如我們近日指出，港股依然是以調整

格局行情來運行，要注意弱勢仍有深化加劇

的傾向，而騰訊(0700)的中報以及恒指的季

檢，仍將是市場聚焦的內部消息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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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評滬深股市 興證國際
動向金匯

美元續穩 英鎊醞釀調整
中美關係緊張削弱市場的冒險
情緒，美元尚見持穩。在美國當
局宣布對內地和香港官員進行制
裁後，中國對包括共和黨議員在
內的11名美國人進行制裁。美
國財長努姆欽周一表示，到
2021年底，不遵守會計標準的
中國或其他國家的企業，將會被
美國證券交易所摘牌。中美兩國
高官將於8月15日通過視頻會議
對第一階段貿易協議的實施狀況
進行評估，雙方可能互相發表不
滿看法；倘若出現關於談判破裂
的消息或會令美元受益。另外，
美國國會領導人和特朗普政府官
員周一表示，他們準備恢復有關
新冠疫情經濟支持計劃的磋商，
不過民主黨和共和黨能否彌合分
歧還未可知。
英鎊兌美元仍延續着近兩周橫
盤整理的走勢，持於1.31水平附
近，尚見接近於上周觸及的五個
月高點1.3185。周二公布數據顯
示，截至6月的三個月英國就業
人數減少了22萬，這是自2009
年以來的最大降幅；不過，失業
率意外持穩在3.9%，而且零售
銷售連續第二個月出現增長，暗
示經濟處於修復之中。在數據顯

示英國4-6月就業人數創2009年
以來的最大降幅後，英國財政大
臣蘇納克(Rishi Sunak)表示，政
府無法保護每一個受到疫情打擊
的就業崗位。

技術指數見走低跡象
英鎊兌美元走勢，圖表所見，
RSI 及隨機指數已見走低跡
象，而MACD指標亦正交疊於
訊號線，有機會呈現利淡交叉，
隨着匯價多日未有再闖高，估計
英鎊兌美元正醞釀下試壓力。較
近支撐先看1.3050及1.2980；關
鍵在25天平均線1.2830水平。
至於向上阻力將關注近一周未能
突破的1.32關口，下一級看至
1.3280及1.34水平。
歐元兌英鎊周二跌見至一個月

低位0.8970下方，亦即試探着
近期的爭持底部，同時，技術圖
表亦見RSI及隨機指數正處回
落，倘若匯價明確失守0.8970，
將示意着歐元兌英鎊有更顯著的下
試壓力。進一步支持會看至三月以
來一直守穩着的100天平均線，
目前位於0.8920；下一級關鍵在
250天平均線0.8760水平。阻力位
料為0.9020及0.9180水平。

英皇金融集團 黃楚淇出擊金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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