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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市回顧 

 

 

 

⚫ 隔日行業及個股重點 
#1 科技股：康希諾(06185)微升。 
➔ 美國上市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PCAOB)主席發表聲明，確定首次獲得

對總部設於內地及香港的註冊會計師事務所進行全面檢查和調查的權

限。惟英國(BOE)和歐洲央行(ECB)周四(15 日)跟隨美國聯儲局加息半

厘，歐美緊縮周期持續。 

#2 藥股：藥明生物(02269)升 5%。 

➔ 美國商務部宣布，將 36 間中國企業列入「實體清單」(Entity List)，
包括製造先進晶片的長江存儲、寒武紀 (滬 :688256)、合眾思壯

(深:002383)以及中國唯一一間光刻公司上海微電子裝備，這些公司除

非取得美國商務部許可，否則將無法向美國供應商採購特定產品及技

術。與此同時，美國商務部把 26 間公司剔出「未經核實清單」，包括

藥明生物一間子公司。 
#3 醫療保健股：三葉草生物-B (02197)跌 2%。 
➔ 三葉草生物公布昨日向 46 名承授人授出合共 573.25 萬股購股權，為

期十年，每股行使價 3.83 元。該公司董事會所知，概無承授人為公司

董事、最高行政人員或主要股東，亦非彼等任何人士的聯繫人。 
恒指三大成交股份依次為騰訊控股(00700)、阿里巴巴-SW(09988)及美團

(03690)；騰訊控股收報 316.8 元，跌 0.8 元或 0.25%，成交 79.68 億元；

阿里巴巴-SW 收報 86.45 元，升 0.55 元或 0.64%，成交 66.58 億元；美團

收報 175.9 元，跌 0.9 元或 0.51%，成交 42.49 億元。 

 

 

⚫ 港股通每日成交活躍股資料  

 
最新 變動 

變動率

( % ) 
上升/下跌/無升跌 

股票比例 
恒生指數 19450 +82 +0.42 40:22:1 
國企指數 6634 +43 +0.66 30:18:1 
科技指數 4149 +12 +0.31 25:5:0  

大市成交 1056 億 (較上日-22.5%) 

港股通 (滬) 港股通 (深) 
股票代碼  名稱 買入金額(HKD) 賣出金額(HKD) 股票代碼  名稱 買入金額(HKD) 賣出金額(HKD) 

1 00700 騰訊控股 1,322,554,480 2,043,453,200 1 00700 騰訊控股 2,385,520,620 932,912,760 

2 03690 美團－Ｗ 1,146,061,720 611,969,530 2 03690 美團－Ｗ 1,348,431,980 532,381,970 

3 00883 中國海洋石油 497,912,320 320,779,660 3 00883 中國海洋石油 516,001,340 41,026,326 

4 03968 招商銀行 489,308,650 51,645,825 4 01211 比亞迪股份 348,281,600 171,967,600 

5 01024 快手－Ｗ 308,919,935 173,213,175 5 02333 長城汽車 198,305,510 162,789,850 

6 02333 長城汽車 319,660,290 117,374,035 6 01024 快手－Ｗ 158,035,020 97,745,770 

7 00941 中國移動 227,592,200 201,763,925 7 01810 小米集團－Ｗ 99,964,236 143,713,700 

8 01211 比亞迪股份 315,713,600 84,690,300 8 02331 李寧 182,008,225 35,773,825 

9 01810 小米集團－Ｗ 119,580,788 205,277,940 9 02015 理想汽車－Ｗ 139,446,295 73,655,955 

10 00981 中芯國際 129,099,580 194,765,920 10 00981 中芯國際 118,198,100 92,030,670 

名稱 最新 漲/跌幅% 

恒生指數 19450 +0.42 

恒生國企 6634 +0.66 

恒生科技指數 4149 +0.31 

上證指數 3167 -0.19 

深證成份指數 11295 -1.05 

滬深 300 3954 -0.36 

道鐘斯工業 32920 -0.84 

標普 500 3852 -1.11 

納斯達克 10705 -0.97 

英國富時 100 7332 -1.26 

德國 DAX 13893 -0.66 

法國 CAC40 6452 -1.07 

   

 

掃碼關注偉祿亞太證券網站 
了解更多投資資訊 

 
Facebook: 偉祿亞太證券 
Instagram: realordapsec 

WeChat: 偉祿亞太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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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場焦點 

⚫ 美股上周偏軟，美聯儲加息引發市場對經濟前景擔憂，美股三大指數下跌 

⚫ 港股上周走勢同樣反覆，短期仍要留意內地通關消息，仍舊以內需等板塊炒作 

⚫ 不過，由於臨近聖誕假期，預期交投將受影響。關注 19400 點附近位置 

⚫ 恒指夜期：跌 25 點，收報 19360 點 

⚫ 新加坡「黑期」：現跌 46 點，報 19358 

今日策略 

 

港股後市調整或正式結束 
美股上周偏軟，美聯儲加息引發市場對經濟前景擔憂 ，美

股上周五「四期結算日」下未止跌，道指盤中插 547 點，

收市挫 281 點或 0.85%，報 32920 點；標指挫 1.11%，報

3852 點；納指跌 0.97%，報 10705 點。全周累計，道指跌

1.7%；標指挫 2.1%，連跌兩周；納指插 2.7%。 

 

港股上周走勢同樣反覆，短期仍要留意內地通關消息，仍

舊以內需等板塊炒作。不過，由於臨近聖誕假期，預期交

投將受影響。關注 19400 點附近位置。 

 

 

 

 

 

 

 

 

 

 

 

 

 

 

 

 

 

恒生指數策略 
 

中國陸續推出刺激經濟政策  

預料國內宏觀面續復蘇 

 

★阻力位：19950 

★支持位：18750 

 

 

 
來源：AA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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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新聞 

⚫ 濠賭股：澳門政府與六間博彩企業簽署批給合同, 當中承諾投資總額 1188 億澳門元。大摩指出，銀

娛(00027)和金沙(01928)擬分別投資 283.5 億及 302.39 億元，較預期的 200 億元為高，屬不利消息；

新濠(MLCO)擁較多賭枱，卻只投資 118.237 億元，低於預期的 150 億元，屬正面因素。至於摩通指

出，困擾濠賭股的三大負面因素包括新賭牌競投、內地防疫政策和博企流動性緊張均已見緩解，再配

合低估值、低盈利預期和低基金持倉為催化劑，明年將會是「澳門之年」，在最樂觀情景下，濠賭股

的平均潛在上升幅度可高達近六成。 

⚫ 內房股：剛剛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以較大篇幅談及房地產相關問題，包括部署防範化解短期風

險，同時強調堅持「房住不炒」，及推動房地產業向新發展模式平穩過度等中長期目標。 

⚫ 合景泰富(01813)以先舊後新方式配售2.35億股股份，佔擴大後股本約6.87%；每股配售價2.01元，

較上周五收市價 2.36 元折讓 14.83%，集資 4.72 億元。 

⚫ 航空股：財新：中國民航局制定恢復國內航空市場方案，擬 1 月底恢復至 疫情前 88% 

⚫ 阿里巴巴(09988)：浙江省委書記稱阿里巴巴要在推動發展、國際競爭方面大顯身手；另外，外電報

道，阿里巴巴聯合創始人蔡崇信通過摩根士丹利出售價值 2.6 億美元的阿里巴巴股份。 

◆ 市場動向分析 

(1) 資金流向 

 
(2) 大市賣空比例 

 
 

來源: 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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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關注點 

 (1) 財經日曆 

(2) 財報日曆 / IPO 

 

時間 股份 期間 預測 EPS (HKD) 預測營收 (HKD) 

12 月 20 日 (二) 717 英皇證券 2022-10-31 - - 

12 月 21 日 (三) 373 國際家居零售 2022-09-30 - - 

股票代碼 名稱 招股價 (HKD) 每手股數 入場費 (HKD) 招股日期 上市日期 

6698 星空華文控股 25.50-32.50 400 13,131.02 15/12-20/12 29/12 

6922 康灃生物 18.9 200 3,818 16/12-21/12 30/12 

2425 澳亞集團 5.79-7 1000 7,070.55 16/11-21/12 30/12 

資料來源：HKET 

 
免責聲明：本報告所載資料僅供參考之用。有關資料根據或源自偉祿亞太證券有限公司及偉祿亞太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相信為可靠的資料，惟對該些資料的準確性或可靠性不作任何陳述或保證（明示或暗示）。而本報告所提供的資料或有關人士發表的意

見並不構成及不應被視為買賣任何證券或投資的要約或該要約的招徠或懇求。偉祿亞太證券有限公司、偉祿亞太資產管理有限公司及其高級人員、雇員、代理人及聯屬公司可能於本報告中提及的證券或投資擁有利益，但對於你因使用或依賴本報告所提

供的資料而（直接或間接）遭受的損失或後果概不負責。投資涉及風險，在做出任何投資決定前，投資者應該根據自身情況考慮投資產品相關的風險因素，並於時諮詢專業人士意見。以上內容未經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審閱。 

時間 事件 預測值 過去 

12 月 19 日 (一) 德國 Ifo 商業景氣指數 (12 月) 87.4 86.3 

 歐元區工資 (同比) (第三季) - 4.10% 

 英國 CBI 工業趨勢訂單指數 (12 月) -9 -5 

12 月 20 日 (二) 中國央行貸款市場報價利率 - 3.65% 

 德國生產者物價指數(PPI) (月環比) (11 月) -2.2% -4.2% 

 美國建築許可 (11 月) 1.483M 1.512M 

 加拿大核心零售銷售 (月環比) (10 月) 1.5% -0.7% 

12 月 21 日 (三) 紐西蘭貿易收支 (月環比) (11 月) - -2,129M 

 美國經常賬戶 (第三季) -224.0B -251.1B 

 加拿大核心消費價格指數(CPI) (月環比) (11 月) - 0.4% 

 加拿大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 (月環比) (11 月) -0.1% 0.7% 

 美國諮商會消費者信心 (12 月) 101.0 100.2 

 美國成品房銷售 (11 月) 4.20M 4.43M 

 美國原油庫存 - 10.231M 

12 月 22 日 (四) 美國 20 年期債券拍賣 - 4.072% 

 英國國內生產總值(GDP) (季度環比) -0.2% 0.2% 

 英國國內生產總值(GDP) (同比) 2.4% 4.4% 

 美國國內生產總值(GDP) (季度環比) (第三季) 2.9% 2.9% 

 美國初請失業金人數 225K 211K 

12 月 23 日 (五) 美國核心耐用商品訂單 (月環比) (11 月) 0.1% 0.5% 

 美國核心 PCE 物價指數 (月環比) (11 月) 0.2% 0.2% 

 加拿大國內生產總值(GDP) (月環比) (10 月) 0.1% 0.1% 

 美國新屋銷售 (11 月) 595K 632K 

https://tw.tradingview.com/symbols/HKEX-717/
https://tw.tradingview.com/symbols/HKEX-1373/
https://hk.investing.com/economic-calendar/current-account-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