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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市场重要指数

收市

幅度(%)

34496.06

-0.72

4361.19

-0.69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14486.20

-0.64

英国富时 100 指数

7146.85

0.72

德国 DAX 指数

15199.14

-0.05

日经 225 指数

28403.00

-0.33

台湾加权指数

16640.43

-0.44

上证指数

3591.71

-0.01

深证成指

14367.60

-0.32

恒生指数

25325.09

1.96

国企指数

8999.26

2.55

红筹指数

3894.37

-0.13

恒生科技指数

6403.69

3.17

AH 股溢价指数

144.78

-0.06

恒生期货 (10 月)

25035

-0.93

恒生期货 (11 月)

25000

-0.95

道琼斯工业指数
标普 500 指数

内地股市

香港股市

国都香港研究部
电话：852-34180288

每日投资策略
港股三连升累弹 1358 点 市场或有波动
恒指昨日高开 323 点，报 25161 点返两万五，并属
全日低，开市后升幅扩大，上午最多升 560 点，中午升
553 点，午后曾飙 599 点，见 25437 点全日高，受制 50
天线(约 25460 点)回落。恒指收报 25325 点，升 487 点
或 2%，连升三日累弹 1358 点或 5.7%。国企指数报 8999
点，升 223 点或 2.6%。国指三日升 586 点或 7%。科指
升 196 点或 3.2%，报 6403 点。科指三日累飙 537 点或
9.2%。大市成交额 1629.28 亿元。
蓝 筹 金 融 股 造 好 ， 汇 控 (00005) 升 2.6% ； 恒 生
(00011)升 1.6%，连升六日；中银香港(02388)升 1.2%。
内银招行(03968)升半成；信义光能(00968)升 3.7%。相
反，润地(01109)跌 1.4%；信义玻璃(00868)跌 3.7%；
安踏(02020)挫 4.5%。
联储局加息预期降温，加上市场憧憬科网股监管压
力渐明朗，港股连升第三日。但之后审议反垄断法修正
草案，或将引发科技股的利润回吐，对港股市场波动或
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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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保局:银行对出口信用担保计划反应正面
香港出口信用保险局早前公布，将于明年初推出「出口信用担保计划」，协助香港出口商更容易向银行获取出口
融资。信保局总监赵民忠称，目前已与 3 家银行进行磋商，银行反应正面，对计划都表示有兴趣，信保局会继续
与其他银行接触。信保局总经理钱秀瑛补充，此次是信保局首次提供信用担保服务，因此计划会以先行形式推
出，具体细节如计划会否设名额上限，仍有待咨询业界后公布。「出口信用担保计划」为保户的出口融资提供最
高至七成的信贷担保，担保额以 5000 万元为上限。赵民忠相信，5000 万元的担保额可以满足小型至中型出口商
的业务需要。信保局会继续以审慎、自负盈亏的原则审批申请。

Mastercard 伙启胜推应用程序交管理费
Mastercard 宣布，与新地旗下的启胜管理服务合作，推出全新管理费缴付方式。启胜管理的过百个屋苑、超过
10 万个单位的业主现可透过 Mastercard 信用卡、扣账卡或预付卡，在启胜为住宅物业的综合应用程序「Live easy 生活乐」中缴付管理费。由即日起，「生活乐」应用程序的用家可以将 Mastercard 卡绑定到应用程序中，
按时缴付管理费。业主更可享受由 Mastercard 快速、安全和可靠的全球网络所带来的多层安全保障，还可在应
用程序内查看缴费纪录，并收取启胜提供的各种礼遇和优惠信息。

李克强:纠正一刀切限电限产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家能源委会议指出，要深入论证提出碳达峰分步骤时间表路线图，坚持全国一盘
棋、不抢跑，从实际出发，纠正有的地方「一刀切」限电限产或运动式减碳，确保北方群众温暖安全过冬。会议
称，提高清洁能源比重，更多依靠市场机制促进节能减排降碳，提升绿色发展能力。李克强指出。碳达峰碳中和
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需要，要科学有序推进实现双碳目标。他续称，中国仍是发展中国
家，现阶段工业化城镇化深入推进，能源需求不可避免继续增长，必须以保障安全为前提，构建现代能源体系，
提高自主供给能力。

药监局开展化妆品在线净网线下清源行动
国家药监局发布通知，自本月至明年 10 月，再次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化妆品「在线净网线下清源」专项行动。
对化妆品电子商务经营者销售的化妆质量量安全情况开展重点检查，清理整治利用网络销售的非法添加可能危
害人体健康物质的化妆品、使用禁用原料生产的化妆品、超范围或者超限量使用限用组分生产的化妆品等，重点
关注儿童化妆品、祛斑美白类化妆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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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要闻
全球 PC 第三季付运量升 3.9% 联想市占居首

国际数据公司 IDC 报告称，全球第三季个人计算机(PC)付运量达 8665.2 万台，按年升 3.9%，连续第 6 个季度录
得升幅。联想(00992)于第三季市场占有率 22.8%居首，付运量 1977.3 万台，按年增长 3.1%；紧随其后的惠普
(HP)市占率 20.3%，付运量 1759.7 万台，按年下跌 5.8%；戴尔(Dell)居第三，市占率为 17.5%，付运量 1518.3
万台，按年增 26.6%。

复星医药设合资拓医疗服务业
复星医药(02196)公布，旗下复星健康与由公司控股股东郭广昌控制的复地产发，就设立合资公司订立合资协议
书。根据协议，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为 7000 万元(人民币‧下同)，其中复星健康出资 3570 万元，认缴注册资本金
额的 51%，复地产发出资 3430 万元，认缴注册资本金额的 49%。复星医药指出，设立合资公司旨在利用双方各自
资源和产业优势，在苏州定位儿童医疗高端市场，运营营利性三级儿童医疗机构，以进一步强化集团在长三角区
域的医疗服务业务布局。完成后，复星医药集团将持有合资公司 51%的股权。

何敏及王沛诗辞任花样年独立非执董
花样年控股(01777)公布，何敏因需要投放更多精力专心追求彼之其他个人目标，已辞任该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审计委员会主席，以及薪酬委员会及提名委员会的成员。同时，王沛诗已辞任该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及审计委员
会、薪酬委员会及提名委员会的成员。两项辞任均自昨日起生效。于两人辞任后，董事会将由 7 名董事组成，其
中仅包括一名独立非执行董事组成及概无独立非执行董事拥有适当的专业资格或具备适当的会计或相关的财务
管理专长。因此，该公司未能符合上市规则第 3.10 条及第 3.10A 条的规定。董事会将尽最大努力在切实可行的
情况下尽快物色合适人选填补空缺。

医脉通 1 亿人币入股学术会议 SaaS 解决方案平台
医脉通(02192)公布，收购北京美迪康信息咨询 60%股权，作价 1 亿元人民币。北京美迪康信息咨询是中国知名
的学术会议 SaaS 解决方案平台，是专注于医学会议学术会议管理领域领先的专业及杰出技术供货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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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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法律或规则
规定必须承担的责任外，国都香港不对使用本报告的材料而引致的损失负任何责任。国都证券(香港)有限公司版权所
有。保留一切权利。如中英文版本有异，以中文版本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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