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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市概况


周四，欧央行QE规模超预期，标普四连涨收盘创年
内最高。标普500指数涨31.03点或1.53%，报2063.15
点；道琼斯工业指数涨259.70点或1.48%，报
17813.98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82.98点或1.78%，
报4750.40点。



黄金方面，欧央行公布QE细节后，黄金上涨。周四
现货黄金升9.44美元，升幅0.731%，报1301美元/盎
司。

产品

上日收市

日变化率%

美汇指数

94.18

+1.214

现货黄金

1301

+0.731

纽约期油

46.31

-3.1

布兰特期油

48.52

-1.0

纽约期铜

2.588

-0.193

LME 3个月期铜

5665

-0.439

恒生指数

24522.631

+0.7

期金单位：美元/盎司 期油单位：美元/桶
LME期铜单位：美元/吨 纽约期铜单位：美元/磅



期油方面，美国上周原油库存增加1007.1万桶,远超
预期。纽约3月原油下跌1.47美元，或3.1%，收于每
桶46.31美元。伦敦3月布伦特原油下跌51美分，或

资料来源：各交易所

1%，至每桶48.52美元。


基本金属方面，纽约期铜与LME期铜价格收高。
LME三个月期铜周四收报5665美元/吨，跌0.439%。
3月交割的纽铜期货跌0.193%，达到2.588美元/磅。



港股方面，周四恒生指数升170.05点，涨幅0.7%，
收盘报24522.631点，全日成交额994.557亿；国企指
数随之上升，收报12047.271点，升25.95点，涨幅
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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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趋势向好，留意短线超卖风险
周四恒指跟随外围高开 127 点，随后维持高位
震荡，最多升 237 点，高见 24,589 点，创逾四
个月以来高位。截至收盘，恒生指数报 24522.63
点，上涨 170.05 点，涨幅 0.7%；国企指数报
12047.27 点，上涨 25.95 点，涨幅 0.22%；红筹
指数报 4565.84 点，逆市下跌 5.34 点，跌幅
0.12%。大市全日成交 994.56 亿港元，较上一交
易日小幅缩减。
继加量续做 3195 亿元人民币的 MLF 后，昨日内
地央行天又重启暂停一年的逆回购，为市场放水
500 亿，为期 7 天。由于临近农历新年，市场上
资金也日趋紧张。从近日央行的操作来看，在经
济增速下滑的背景下，货币的适度宽松依然是主
基调。不过正如此前所提，在过热的股市未冷却
之前，央行一直在尽力维持稳定的货币供应，防
止太多流动性进入市场。因此虽然中资金融股连
续反弹，但短期或许无力再创新高，现时已不宜
再追。
来源：阿斯达克

同样的道理，恒指三连阳之后，超买压力也开始
浮现。当然，依据此前判断，大盘再次早出高点，
升势应可再延续。预计短线仍有一定上升空间，
但操作上需留意技术指标可能出现的超买信号，
逢高适度减仓，锁定部分利润。

*请务必参阅尾页之免责声明*

六福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六福期货（香港）有限公司
六福财富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2

查询：research@lff.com.hk
模拟账户申请：demo@lff.com.hk
电话：(850) 2980 0888
网站：www.lff.com.hk

2015 年 01 月 23 日

今日策略
军工股表现强势
沪指小幅微涨回补缺口
周四，沪深两市开盘涨跌不一，沪指小幅高开震荡上行，早盘随着权重板块回落沪指一度失守 3300
点，低见 3293.98 点，随后午后震荡走高。深成指低开震荡走高，涨逾百点，创业板高开高走涨
逾 20 点，再创历史新高。盘面上，沪指昨日回补周一跳空缺口，权重板块出现分化，银行、石
油板块表现疲软拖累指数，以军工为代表的中小盘股表现强势，市场赚钱效应仍然存在，两市超
2000 只股上涨。
截至收盘，沪指报 3343.3 点，涨 19.73 点，涨幅 0.59%，成交 4078.74 亿；深成指报 11471.21 点，
涨 99.03 点，涨幅 0.87，%成交 3062.95 亿；创业墙报 1744.04 点，涨 21.46 点，涨幅 1.25%；两
市成交量小幅缩窄。
中国央行昨日在公开市场进行 500 亿元 7 天期逆回购操作，这意味着本周公开市场净投放 500 亿
元，资金面得以进一步放宽。这是自去年 11 月中旬，央行连续 15 次暂停公开市场操作后的首次
逆回购动作。市场普遍认为，货币宽松政策只会推迟但不会缺席，人民币汇率端压力和股市大幅
上涨是央行货币推迟宽松的主要原因，但近期 A 股市场已趋降温，欧央行 QE 在即、美联储释放
推迟加息信号的情况下贬值压力也有所缓解。在实体经济下行压力逐渐增大，货币宽松渐行渐近。
目前大盘阶段性回调到位，预计后市可能是会出现一个宽幅震荡。在操作上，短线投资者可以关
注近期资金从大蓝筹切换至中小盘个股带来的机会。同时，券商、银行、保险等可逢低逐步介入，
核电、有色、电力等二线蓝筹也可持续关注。

来源:新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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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于大输液业务的快速高效发展，利君国际
（2005.HK）的盈利显著增长。2014 年上半年，
集团营业额同比增长 8.3%至 15.27 亿元（港元，
下同，净利润同比增长 32.2%至 3.01 亿元。集团
拥有两家主要子公司石家庄四药和西安利君。石
家庄四药主要从事静脉输液业务，期内实现销售
收入 9.96 亿港元，同比增长 18.6%；西安利君主
要从事抗生素成药及非抗生素成药业务，期内实
现销售收入 5.31 亿港元，同比下跌 7.0%。而石家
庄四药实现净利润 2.75 亿元，占集团总净利润的
比例超过 90%。主要由于静脉输液业务毛利率高
达 50%以上，高于成药的 40%。
集团于 2014 年 10 月底完成西安利君全部股本的
出售。由于其毛利率相对较低且增长乏力，预计
此项交易将有利于提升集团整体盈利水平。另一
方面，由于原油价格的大幅下挫，聚丙烯和聚乙
烯等相关原材料的价格亦大幅下滑。而这部分原
料成本占生产成本的比例超过六成，因此对集团
毛利率提升显著。
近期集团股价的反弹打破了此前的下行趋势，突
破下降通道上轨。建议于 3.5 港元左右买入，短
线目标价 4.3 港元，若跌破 3.3 港元则先行止损。

利君国际（2005.HK）
来源：阿斯达克

权益披露
分析员黄威及/或其有联系者没有持有本文所推介之证券或此
等证券之任何及相关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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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 QE 规模超预期，金价站上 1300
周四晚间欧央行宣布实施 QE, 每月购买 600 亿欧
元资产，持续 19 个月。其规模超出此前预计的每
月 500 亿欧元。欧元/美元受刺激大幅下跌，美元
指数突破 94.00。欧美股市大涨，截至收盘，道
琼斯指数收盘上涨 1.48%，报于 17813.98；纳斯
达克收盘上涨 1.78%，报于 4750.40；标普 500 收
盘上涨 1.53%，报于 2063.15。
黄金价格强势上涨，升至 1300 美元/盎司的整数
关口之上，收于 1301.3 美元/盎司。美国能源部
下属能源信息署（EIA）发布的上周的能源库存报
告显示，该周美国原油库存增加 1007.1 万桶，远
超分析师此前预期的 240 万桶，原油价格再度下
挫。油价的下跌使得投资者担心各国政治经济的
不稳定性，刺激通胀的政策出台有助金价上涨，
欧洲央行推出 QE 就是其中之一。在环球经济存在
诸多不确定性的情况下，黄金是相对安全的资产。
来源：福汇

日线图上，黄金依然维持上升趋势，但技术指针
显示短期上升动能开始减弱。RSI 到达超买区域
后走平，MACD 绿柱逐渐缩短，金价的上涨开始显
得力不从心。黄金依然有上升空间，不过短线已
不适合继续高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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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油库存超预期打击油价
EIA 昨日公布因炼油厂产能使用率大幅下降,美国
原油库存增加逾 1000 万桶，高于预期增加 250
万桶并创 2001 年 3 月以来最大增幅。纽约 3 月原
油下跌 1.47 美元，或 3.1%，收于每桶 46.31 美元。
油价大跌可能开始明显影响美国产油州就业，美
国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为 30.7 万人, 为
连续第三周超过 30 万人。欧洲方面,德拉吉宣布，
2015 年 3 月起每月购买 600 亿欧元成员国国债和
机构债券，持续到 2016 年 9 月；若欧元区通胀回
升到接近 2%则将停止购债。料将提振欧洲经济,
刺激原有需求,另沙特阿拉伯国王阿卜杜拉今天
凌晨去世,市场重燃 OPEC 减产希望, 消息公布后，
WTI 原油价格拉升，目前涨幅约 3%至 47.7 美元/
桶左右。
虽然上周炼厂开工大幅减少主要是因计划外停
工，但一季度炼厂逐步开启季节性检修，预计在
2-4 月炼厂投放仍会继续减少。另原油走势 RSI
及 MACD 指标逐渐转好，油价未来走势或向上。

来源:阿斯达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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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资料方面，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为30.7万人，多于预期的30万人，环比减少1万
人，为连续第三周超过30万人。油价大跌可能开始明显影响美国产油州就业，德州等五州首申持
续上升。
美国11月FHFA房价指数环比增0.8%，高于预期的增0.3%，10月数据从环比增0.6%修正为环比增
0.4%。美国11月FHFA房价指数同比增5.3%，10月为同比增4.5%。
德拉吉宣布，2015年3月起每月购买600亿欧元成员国国债和机构债券，持续到2016年9月；若欧元
区通胀回升到接近2%则将停止购债。QE总规模有 望近1.2万亿欧元。欧央行强调，如有需要将持
续购债，直到通胀改善。QE的风险主要由欧元区各国央行承担，但欧洲机构债券部分风险共担。
欧央行下调 TLTRO定价10个基点。受欧央行QE提振，欧股大涨，泛欧绩优300指数创7年新高。
央行今日在公开市场进行50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这是时隔一年后央行重启逆回购操作。这次7
天期逆回购的中标利率为3.85%。央行上一次进行7天期逆回购操作是在2014年1月21日，中标利率
为4.1%。
2015年国家有望将房屋不动产纳入税务抵扣范围，此项改革或伴随房地产、建筑业“营改增”同步
进行。改革或带来超过8000亿元的减税规模，将进一步刺激投资。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引导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健康发展的意见》的档，对能进场的农村产权交
易品种进行了明确规定，主要包括：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林权、 “四荒”使用权、农村集体经营
性资产、农业生产设施设备、小型水利设施使用权、农业类知识产权等。但《意见》明确指出，
交易品种将不涉及农村集体土地所有 权和依法以家庭承包方式承包的集体土地承包权。
银行结售汇数据显示，2014年下半年，我国外汇零售市场累计净流出资金625亿美元。外管局官员
称，目前的流出是预期内的，符合宏观调控和改革的方向。企业和个人并没有出现恐慌性地囤积
外汇。
外管局今日公布数据显示，2014年12月，银行结汇11401亿元人民币（等值1862亿美元），售汇11972
亿元人民币（等值1955亿美元），结售汇逆差571亿元人民币（等值93亿美元）。自此，银行结售汇
已经连续五个月出现逆差，引发市场对资本外流的担忧。
周四，美国能源信息署（EIA）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上周原油库存增加1007.1万桶，预期为增加
270万桶。美国原油供应量达3.979亿桶，是EIA有记录以来，1月同期最高水平。
本周四，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宣布了1.08万亿欧元的资产购买计划，丹麦央行为了维护丹麦克朗
与欧元的挂钩，旋即降息。丹麦央行宣布将存款利率从-0.2%降至-0.35%，维持贷款利率在0.05%
不变。这是丹麦央行本周第二次降息。
近期关注点：
01月23日：中国1月汇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法国1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德国1月制造
业采购经理指数；欧元区1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美国1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美国12月成屋
销售。
01月26日：日本12月小型企业信心指数；日本12月商品贸易帐；德国1月IFO商业景气指数。
01月27日：德国12月实际零售销售月率；英国第四季度GDP年率初值；美国12月新屋销售；美
国1月里奇蒙德联储制造业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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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或实体，或使六福金融受当地法权区或国家任何监管规定限制之任何人士或实体分发或由其使用。任何拥有本报告或打
算依赖或根据其所载的资料作出行动之人士或实体﹐必须确保其本身不受任何对其作出有关行动有所限制或禁止之本地
规定所限制。

虽然本报告资料來自或编写自六福金融相信为可靠之來源，惟并不明示或暗示地声明或保证任何该等资料之准确性、有效
性、时间性或完整性。对于任何依赖本报告之第三方而言，六福金融对某特定用途的适用性、或对谨慎责任的任何明示或
隐含的保证均缷弃责任。本报告所载资料可随时变更﹐而六福金融并不承诺提供任何有关变更之通知。本报告所载意見及
估计反映六福金融于本报告注明日期之判断，并可随时更改。六福金融并不承诺提供任何有关变更之通知。六福金融或其
集团之任何其他成员在任何情况下，均不会就由于任何第三方在依赖本报告内容时之作为或不作为而导致任何类型之损失
（无论是直接、间接、随之而來或附带者），负上法律责任或具有任何责任，即使六福金融在有关作为或不作为发生时已
有所知悉亦然。

所有投资涉及风险。过往表现并不反映未来表现。投资价格可升可跌，甚至变成毫无价值。投资者应就本身的投资经验、
投资目标、财政资源，风险承担能力及其他相关条件，小心衡量自己是否适合参与任何投资项目。投资者应确保完全理解
有关的投资性质及相关风险，并愿意承担这种风险。当投资者在进行交易或投资中所涉及之性质、风险及适合性的任何方
面有不确定或不明白的地方，阁下应寻求独立的专业意见。

六福金融（包括其母公司、附属公司、联属公司、股东、高级职员、董事及任何雇员）可就任何发行商之证券、商品或衍
生工具（包括期权）或其中之任何其他金融工具设立好仓或淡仓及进行买卖。

六福金融（包括其母公司、附属公司及/或联属公司）之董事或雇员可出任任何该等机构或发行商之董事或作为该等机构或
发行商之董事会代表。

版权所有。本报告只供备阅，并不能在未经六福金融明确书面同意下，擅自复印、转载或发布全部或部份内容。六福金融
不会就第三方据此所作行动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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