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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市场重要指数

收市

幅度(%)

26313.65

-0.85

3246.22

-0.38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10587.81

0.43

英国富时 100 指数

5989.99

-2.31

德国 DAX 指数

12379.65

-3.45

日经 225 指数

22339.23

-0.26

美国二季度 GDP 大跌 32.9%创纪录，美股集体低开，但随后

台湾加权指数

12722.92

1.45

美股逐步回升，收盘三大股指涨跌不一，道指跌逾 200 点，

道琼斯工业指数
标普 500 指数

每日投资策略
市场观望情绪较强 恒指料继续震荡

标普跌 0.38%，科技股低开高走，助力纳指涨 0.43，创一周

内地股市
上证指数

3286.82

-0.23

新高。美油跌 3.27%。国际金价下跌，期银大跌近 4%。伦铜

深证成指

13466.85

-0.67

两连跌，伦镍跌落六个月高位。恒生指数昨日高开 96 点，报
24979 点，恒指开盘后继续走高，曾一度涨逾 310 点，但指数

香港股市
恒生指数

24710.59

-0.69

午后掉头走低，曾一度失守五十日均线，尾盘见拉升，五十

国企指数

10097.08

-0.86

日线失而复得。截止至收盘，恒指数跌 0.69%，报 24710.59

红筹指数

4008.71

-0.33

点，盘中曾重回 25000 点；国企指数跌 0.86%，报 10097.08

133.26

0.03

点；红筹指数跌 0.33%，报 4008.71 点。大市成交额 1283.71

恒生期货 (8 月)

24650

0.06

亿港元。全天盘中最低见 24616 点，最高报 25197 点。

恒生期货 (9 月)

24515

-0.02

AH 股溢价指数

南方东英中国创业板 ETF(03147)获得认购 200 万美金；黄
金期货每日杠杆+2X(07299)获得认购约 100 万美金。
美国 GDP 跌幅创纪录，美股三大股指低开高走，最终收盘

国都香港研究部

涨跌不一，但美国 GDP 大跌对港股的影响有限，隔晚恒指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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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和港股 ADR 表现平淡，今晨新加坡 HS50 黑期有 140 点的涨
幅，预料今日恒指将高开。回到港股市场，恒指昨日高开低
走最终收跌，风险事件悬而未决，市场没有利好消息的补充，
投资者继续保持观望，大市成交亦逐步走低，预料后市恒指
或继续维持弱势震荡，投资者宜炒股不炒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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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行业动态
中银保监加强监管险企偿付能力
中银保监、人民银行就《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以加强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监管，
保护保险消费者利益。
按最新规定，偿付能力达标公司需同时符合 3 项监管要求，包括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不低于 50%，综合偿付能力充
足率不低于 100%，以及风险综合评级在 B 类及以上。
对于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低于 50%或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低于 100%的保险公司，中银保监应当进行监管谈话，限制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水平，限制向股东分红。
保险公司逆周期附加资本、系统重要性保险机构附加资本的计提另行规定。
另外，保险公司应当保持充足的境内有效资产，以履行对境内交易对手的赔付义务。

商务部:全力以赴做好稳外贸工作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将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及时出台新的政策措施，全力以赴做好稳外贸工
作。
一是保外贸主体。更好发挥出口信用保险作用，说明企业积极防范订单风险。推广「信保+担保」支持外贸企业融
资，以多种方式为外贸企业提供融资增信支援，进一步扩大对中小微外贸企业出口信贷投放。抓好出口产品转内销，
力保企业可持续发展。
二是全方位支援企业抓订单、拓市场。拓展对外贸易线上渠道，支持发展跨境电商、海外仓、外贸综合服务企业等
新业态，扩大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带动中小微企业出口。
三是多措并举，稳住产业链供应链。鼓励中西部、东北地区发挥优势，承接劳动密集型外贸产业。充分发挥好外贸
转型升级基地作用，提升大型骨干外贸企业引领作用。

商务部:99%外资表示续在华投资经营
商务部发言人高峰表示，根据商务部近期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99.1%的外资企业表示将继续在华投资经营。
他指出，今年以来，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正式实施，全面取消商务领域外资企业设立及变更的审批和备案，实
施讯息报告制度，大幅压减负面清单，营商环境进一步改善，投资自由度便利度进一步提高，外资企业的获得感进
一步增强。
高峰称，下一步将在抓好已出台各项稳外资政策措施落实的基础上，及时出台新的稳外资举措，继续为外资企业提
供更优质的服务，营造更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

金管局入市再沽 15.5 亿港元
港元汇价再度触发强方兑换保证，金管局再度入市承接美元，向市场沽出 15.5 亿港元。
本港银行体系总结余下周一升至 1849.06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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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要闻
渣打:港下半年资产减值有望低于上半年
香港受疫情打击，银行业资产质素受重大挑战，渣打(02888)香港上半年减值拨备亦明显上升，香港区行政总裁禤
惠仪解释称，主要为对经济前景不明朗所作的预先拨备，单以贷款损失计算升幅相当轻微，由于拨备水平高，下半
年资产减值水平有望低于上半年。
她强调，渣打香港贷款组合仍然相当稳健，以贷款损失计算，相关比率为 0.43%，较早前升 0.1 百分点，但仍远低
于集团平均数。
收入动力方面，禤惠仪表示，虽然环球利率维持低水平，下半年难以扭转，将不利该行净息差，但随着经济活动回
暖，及跨境活动带来的外部需求回升，下半年收入可望保持平稳。
员工人数上，禤惠仪称过去数年至今，一直维持约 6000 人规模，现时仍要就数码化发展增聘，亦为员工作内部培
训。

恒大拟分拆物管业务明年在港上市
路透 IFR 引述消息指出，中国恒大(03333)计划分拆旗下物业管理业务在香港上市，集资额达 10 亿至 20 亿美元(约
78 亿至 156 亿港元)，最快明年上半年挂牌。

百威亚太 6 月内地销售创单月新高
百威亚太(01876)联席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杨克(Jan Craps)表示，集团在中国销量情况在 5 月和 6 月已回复增长，6
月销售更创在中国的单月新高。难以评估疫情在未来几个月的发展，但相信集团业务仍会维持复苏。
杨克指出，中国业务在第二季已几乎完全恢复至疫情前水平，各个销售渠道都见改善，尤其以电商渠道增长非常显
著。截至 6 月底止，中国餐饮渠道的终端售点估计有 90%已经重开，夜生活渠道也有 80%的终端售点重开。至于印
度市场，受到封锁措施的影响，对印度第二季的销售造成很大冲击，仍为负增长。
问到并购计划，杨克回应称，并购和自然增长是集团战略的一部分，一直有在市场上物色不同的机会，会以严谨的
财务纪律评估每个案例，目前未有相关消息可公布。

映客料中期转赚最多 8500 万人币
映客(03700)发盈喜，截至 6 月底止，预期集团 6 个月税后净录 5500 万至 8500 万元(人民币‧ 下同)。去年同期则
录亏损 2634.4 万元。
该公司指出，业绩增长主因是创新产品收入增长迅速；以及映客直播 APP 收入保持稳健。

兖州煤业上半年煤销量增 23%
兖州煤业(01171)公布，今年上半年，商品煤产量 5011 万吨，按年增长 6.63%；销量 6782 万吨，增长 22.67%。
单计第二季，商品煤产量 2589 万吨，按年上升 8.8%；销量 3458 万吨，增加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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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都证券(香港)有限公司(“国都香港”，中央编号：ASK641)，获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发牌，可进行《证
券及期货条例（香港法例第 571 章）》所界定的第 1 类（证券交易）、第 4 类（就证券提供意见）受规管活动的持
牌法团。

分析师披露
本报告准确表述了分析员的个人观点。每位分析员声明，不论个人或他/她的有联系者都没有担任该分析员在本报
告内评论的上市法团的高级人员，也不拥有与该上市法团有关的任何财务权益。本报告涉及的上市法团或其他第三
方都没有或同意向分析员或国都证券(香港)有限公司(“国都香港”)提供与本报告有关的任何补偿或其他利益。
国都香港的成员个别及共同地确认：(i)他们不拥有相等于或高于上市法团市场资本值的 1%的财务权益；(ii)他们
不涉及有关上市法团证券的做市活动；(iii)他们的雇员或其有联系的个人都没有担任有关上市法团的高级人员；
及(iv)他们与有关上市法团之间在过去 12 个月内不存在投资银行业务关系。

国都香港投资评级标准
时间周期报告发布之日起 12 个月内基准市场指数香港恒生指数
公司评级行业评级
买入相对基准市场指数涨幅 20%以上
强于大市行业指数超越基准市场指数增持相对基准市场指数涨幅介于 10%至 20%
同步大市行业指数持平基准市场指数持有相对基准市场指数涨幅介于-10%至 10%之间
弱于大市行业指数弱于基准市场指数卖出相对基准市场指数跌幅 20%以上

免责声明
本报告及其所载的任何信息、材料或内容只提供给阁下作参考之用，不能成为或被视为出售或购买或认购证券或其
他金融票据的邀请，并未考虑到任何特别的投资目的、财务状况、特殊需要或个别人士。本报告中提及的投资产品
未必适合所有投资者。国都香港不一定采取任何行动，确保本报告涉及的证券适合个别投资者。尽管本报告所载资
料的来源及观点都是国都香港从相信可靠的来源取得或达到，但国都香港不能保证它们的准确性或完整性。除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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