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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市回顧 

 

 
最新 變動 

變動率

( % ) 
上升/下跌/無升跌 

股票比例 
恒生指數 20987 +175 +0.84 35:27:1 
國企指數 7089 +71 +1.02 30:18:1 
科技指數 4367 +78 +1.83 25:5:0  

大市成交 1229 億 (較上日+9.4%) 
 

 

⚫ 隔日行業及個股重點 
#1 電視媒體股：有線寬頻(01097)跌 3%。 
➔ 前日傳出有線將歸還收費電視牌照，午間收市前中途停牌。至昨日下

午，有線正式公布，鑑於香港媒體市場結構急速改變，環球付費內容

提供者及收費電視經營者競爭日益激烈，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香

港有線電視已向政府提交申請並於今天獲得批准終止本地收費電視節

目服務牌照，收費電視將於 6 月 1 日停播。 

#2 券商股：耀才(01428)升 2%。 

➔ 內媒引述市場傳聞稱，16 家國資券商收到監管指導，要求今天之前清

散港美股業務，國內 IP 要下線港美股 App。傳言稱，有頭部券商的負

責人剛開完會，表示內部已經緊急應對。 

#3 藥股：諾誠健華(09969)跌 27%。 

➔ 諾誠健華公布，渤健已通知公司，為便利而終止雙方就有望治療多發

性硬化(MS)和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口服小分子布魯頓酪氨酸激酶

(BTK)抑制劑奧布替尼的全球開發和商業化達成的合作和許可協議。 
恒指三大成交股份依次為騰訊控股(00700)、美團(03690)及阿里巴巴-
SW(09988)；騰訊控股收報 382.6 元，升 5.6 元或 1.49%，成交 84.67 億

元；美團收報 148.3 元，升 2.4 元或 1.64%，成交 51.75 億元；阿里巴巴-
SW 收報 102.1 元，升 1.2 元或 1.19%，成交 44.72 億元。 

 

 

⚫ 港股通每日成交活躍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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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327,640 1,187,548,930 1 02800 盈富基金 2,226,006,980 68,134,790 

2 02828 恒生中國企業 1,401,264,660 128,160 2 01797 新東方在線 508,300,675 541,287,547 

3 02800 盈富基金 1,044,884,390 1,025,280 3 01725 香港航天科技 474,313,128 414,490,433 

4 03690 美團－Ｗ 484,776,920 274,808,059 4 00700 騰訊控股 404,099,100 411,211,034 

5 02269 藥明生物 152,655,200 296,709,229 5 03690 美團－Ｗ 350,379,330 335,929,060 

6 01398 工商銀行 74,890,960 358,776,880 6 02828 恒生中國企業 609,602,984 98,928 

7 02137 騰盛博藥－Ｂ 237,092,095 177,311,900 7 02137 騰盛博藥－Ｂ 240,143,615 180,163,620 

8 00941 中國移動 192,179,725 172,732,500 8 00728 中國電信 268,370,080 142,541,860 

9 00981 中芯國際 141,258,070 96,772,197 9 01357 美圖公司 154,727,380 139,074,060 

10 00728 中國電信 82,880,340 150,663,520 10 00020 商湯－Ｗ 179,572,950 91,967,430 

名稱 最新 漲/跌幅% 

恒生指數 20987 +0.84 

恒生國企 7089 +1.02 

恒生科技指數 4367 +1.83 

上證指數 3252 +0.09 

深證成份指數 11849 -0.48 

滬深 300 4086 -0.16 

道鐘斯工業 33696 -1.26 

標普 500 4090 -1.37 

納斯達克 11855 -1.77 

英國富時 100 8012 +0.18 

德國 DAX 15533 +0.17 

法國 CAC40 7366 +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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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美聯儲應進一步加息以壓抑通脹，傾向於當局加息至 5.375 厘的利率頂峰，希望以最快的速度達到，

美股三大指數下跌 

⚫ 港股仍在 21000 點上落，大市未企穩該位置仍未正式稱之為明朗 

⚫ 恒指夜期：收報 21039 點，升 32 點，較昨日恒指收市 20987 點，高水 51 點 

⚫ 新加坡「黑期」：跌 94 點，報 20710 

今日策略 

 

港股 21000 點重要位置 
美國意外強勁的 PPI 通脹數據及上周首次申領失業金人數

下降，都加劇投資者對美國聯儲局將繼續加息以抑制高物

價的憂慮。聖路易斯聯儲銀行總裁布拉德(James Bullard)

稱，聯儲局應進一步加息以壓抑通脹，傾向於當局加息至

5.375 厘的利率頂峰，希望以最快的速度達到，消息拖累道

指在臨近收市前 1 小時出現明顯跌勢。道指收報 33696

點，跌 431 點或 1.26%；納指收報 11855 點，跌 214 點或

1.78%，結束三連升。標普 500 指數收報 4090 點，跌

1.38%。 

 

港股仍在 21000 點上落，大市未企穩該位置仍未正式明

朗。 

 

 

 

 

 

 

 

 

 

 

 

 

 

 

 

恒生指数策略 
 

中国陆续推出刺激经济政策  

预料国内宏观面续复苏 

 

★阻力位：21500 

★支持位：20500 

 

 

 
来源：AA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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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新聞 

⚫ 華興資本(01911)：公布公司暫時無法與董事會主席包凡取得聯繫，集團目前業務及運作維持正常。 

⚫ 大唐新能源(01798)公布，1 月完成發電量 316.91 萬兆瓦時，按年增加 54.97%。 

⚫ 石藥集團(01093)：宣布，美國的附屬公司 NovaRock Biotherapeutics 自主研發的全人源抗體藥物

NBL-020，已獲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批准，可在中國開展治療晚期實體瘤的臨床試驗。 

⚫ 中國神華(01088)：公布 1 月煤炭銷售量 3010 萬噸，按年上升 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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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14 日 (二) 1347 華虹半導體 2022-12-31 0.69 4.925B 
2 月 16 日 (四) 23 東亞銀行 2022-12-31 0.49 8.468B 
2 月 17 日 (五) 14 希慎興業 2022-12-31 0.63 1.74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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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14 日 (二) 日本國內生產總值(GDP) (季度環比) (第四季) 0.5% -0.2% 
 英國含分紅平均薪資 (12 月) 6.2% 6.4% 
 英國失業金申請人數 (1 月) 17.9K 19.7K 
 美國核心消費價格指數(CPI) (月環比) (1 月) 0.4% 0.4% 
 美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 (月環比) (1 月) 0.5% 0.1% 
 美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 (同比) (1 月) 6.2% 6.5% 

2 月 15 日(三) 英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 (同比) (1 月) 10.2% 10.5% 
 美國核心零售銷售 (月環比) (1 月) 0.7% -1.1% 
 美國零售銷售 (月環比) (1 月) 1.6% -1.1% 
 美國原油庫存 - 2.423M 

2 月 16 日 (四) 澳洲就業人口變化 (1 月) 20.0K -14.6K 
 美國建築許可 (月環比) (1 月)   - -1.0% 
 美國建築許可 (1 月)  1.353M 1.337M 
 美國核心 PPI (月環比) (1 月) 0.3% 0.1% 
 美國初請失業金人數 200K 196K 
 美國費城聯儲製造業指數 (2 月) -7.2 -8.9 
 美國生產者物價指數(PPI) (月環比) (1 月) 0.4% -0.5% 

2 月 17 日 (五) 英國核心零售銷售 (月環比) (1 月) - -1.1% 
 英國零售銷售 (月環比) (1 月) -0.5% -1.0% 
 法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 (月環比) (1 月) 0.4% -0.1% 
 美國出口價格指數 (月環比) (1 月) -0.2% -2.6% 
 美國進口物價指數 (月環比) (1 月) -0.1% 0.4% 
 加拿大原材料價格指數 (月環比) (1 月)  -3.1% 

https://tw.tradingview.com/symbols/HKEX-1347/
https://tw.tradingview.com/symbols/HKEX-23/
https://tw.tradingview.com/symbols/HKEX-14/
https://hk.investing.com/economic-calendar/retail-sales-2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