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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利即日觀點
隔夜美股三大指數繼續收跌，多位美聯儲官員釋放
鷹派信號，誓言抗擊通脹，明星科技尾盤跳水，熱
門中概跑贏。昨日滬深兩市與港股低開低走，市場
大幅收跌，其中，機器人概念維持強勢。投資者等
待週五公佈的 7 月美國非農就業資料，借此推測對
美聯儲 9 月加息路徑的影響，更主流的市場預期是
9 月美聯儲「僅」加息 50 個基點。國內面對經濟
脆弱的經濟情況，預計將繼續出臺政策刺激經濟，
要相信政府執行力。各地發消費券刺激消費，各部
委繼續推進綠色家電與汽車的消費刺激，還有電網
投資加快與資料經濟規劃加速推進等。然而，中美
緊張關係出現升溫，美國政府三號人物佩洛西昨夜
降落臺灣，我國持續發出公告並會見駐美大使，嚴
詞警告，引起台海局勢緊張。儘管台海發生戰爭的
概率不高，但高頻的軍事演習加劇了戰爭擔憂，觀
望情緒飆升。展望後市，如若美國繼續借各種理由
打壓中國，中國定會強硬應對，預計這將會導致港
股與 A 股短期出現震盪，但國內強有力地推動經濟
恢復，將有利於港股與 A 股中期震盪上揚。策略
上，重點配置成長性行業爲主，新能源與新能源汽
車產業鏈仍是市場炒作的方向，適度增加關注行業
景氣度出現回升的核心企業，如科技、消費等。

短線機會
耐世特（1316.HK）
全球領先的轉向及動力傳動供應商之一。
推薦理由:
公司線控轉向產品競爭力領先，Q1 獲得了全球電
動車領導品牌的線控轉向產品批量訂單；隨著高階
自動駕駛汽車的不斷滲透，公司有望獲得更多的線
控轉向產品相關訂單;
公司核心客戶表現回暖、歐洲/亞太新客戶專案持
續投產，下半年開始有望走出業績低谷，重回增長
通道。
買入價: HKD 6.5，目標價：HKD 8.0
止損價：HKD 6.0
本公司所管理資金或撰寫此等概況人員於 2022 年
08 月 02 日未持有 1316.HK。

市場熱點板塊及個股:
A 股市場
1.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聲明】8 月 2 日，美國國會眾議長佩洛西不顧中方強烈反對和嚴正交涉，
竄訪中國臺灣地區，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嚴重衝擊中美關係政治基
礎，嚴重侵犯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嚴重破壞台海和平穩定，向“台獨”分裂勢力發出嚴重錯誤信
號。中方對此堅決反對，嚴厲譴責，已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和強烈抗議。針對美國會眾議長竄訪中
國臺灣地區，中方必將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由此產生的一切後果必
須由美方和“台獨”分裂勢力負責。(萬得資訊)
2. 國家發改委召開上半年發展改革形勢通報會強調，要推動穩增長各項政策效應加快釋放，充分發揮
投資關鍵作用，加快政策性開發性金融工具資金投放並儘快形成實物工作量。促進重點領域消費加
快恢復，大力提升能源供應保障能力，保持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穩定，穩步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
色轉型，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穩價，保持經濟社會大局穩定，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努力爭
取全年經濟發展達到較好水準。(萬得資訊)
3. 貴州茅臺發佈中報，上半年淨利潤 297.94 億元，同比增長 20.85%；營業收入 576.17 億元，同比增
長 17.38%。前十大股東最新持股情況顯示，陸股通資金二季度增持 867.07 萬股，瑞豐匯邦三號私
募、金匯榮盛三號私募分別增持 61.93、47.19 萬股，招商中證白酒指數分級基金減持 143.65 萬
股，華夏上證 50ETF 減持 21.04 萬股。(萬得資訊)
4. 交通銀行 8 月 1 日發佈公告，對個人按揭類貸款提前還款補償金收費標準調整，引起廣泛關注。交
通銀行隨後於 8 月 2 日刪除上述公告。此前公告顯示，11 月 1 日起，個人按揭類貸款（包括個人住
房貸款、個人商業用房貸款、個人廠房貸款）及個人線上抵押貸（消費），提前還款補償金收取具
體以貸款合同中約定為准，補償金比例為提前還款本金金額的 1%。(萬得資訊)

H 股市場
5. 中國國航公告，於 2022 年 8 月 2 日，董事會批准非公開發行 A 股，據此，公司將按發行價向不超
過 35 名(包括 35 名)特定投資者(包括中航集團公司)發行不超過 4,357,444,555 股 A 股，預期募集
資金(于扣除相關發行費用前)將不超過人民幣 150 億元。根據非公開發行 A 股方案，公司與中航集
團公司於 2022 年 8 月 2 日訂立股份認購協議，據此，公司同意發行，而中航集團公司同意按發行
價認購金額不少於人民幣 55 億元的 A 股。緊接非公開發行 A 股完成後，中航集團公司及其全資附
屬公司持有的股份總數將不低於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的 50.01%。于扣除相關發行費用後，非公開發
行 A 股募集資金將用於引進 22 架飛機及補充營運資金，這將有助於公司優化機隊架構，補充長期
運力及擴大承載能力，同時緩解日常營運資金壓力及降低資產負債比率。(萬得資訊)
6. 中國人壽公告，公司、財產險公司及其他投資者(各方均作為有限合夥人)擬與廣州金揚(作為普通
合夥人)及廣州鑫榮(作為特殊有限合夥人)訂立合夥協議，藉以成立合夥企業，廣州鑫成二期產業
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其最終名稱以工商登記資訊為准)。合夥企業全體合夥人認繳出資總
額不超過人民幣 70.01 億元，其中，公司認繳出資不超過人民幣 40 億元。國壽金石將作為合夥企
業的管理人。合夥企業將主要投資于普惠金融領域權益類資產。該類資產具有相對穩定的投資收益
且收益率高於固定收益類資產，底層資產小而分散，總體風險較為可控，符合保險資金配置需求，
亦符合國家的戰略導向。此外，銀行業加大發展普惠金融力度，給合夥企業提供了較為豐富的投資
標的，使保險資金可發揮長期性競爭優勢。(萬得資訊)
7. 中海石油化學公告，內容均有關在北交所以掛牌轉讓方式潛在出售公司所持湖北大峪口的約 79.98%
股權。由於在首次公示期間(即從 2022 年 6 月 27 日起計為期 20 個工作日)及緊隨本公告日前，概
無任何有意向的受讓人登記，公司已決定將潛在出售底價由人民幣 17.45 億元調整至人民幣 15.7
億元並向北交所申請調整底價。除對底價作出調整外，潛在出售的其他條件乃維持不變。載有調整
後底價的掛牌通知已於 2022 年 8 月 2 日刊載於北交所網站。股東務請注意，最終代價將取決於最
終競價價格。(萬得資訊)
8. 東岳集團(00189)發佈公告，內容有關該公司附屬擬轉讓山東東岳未來氫能材料約 7.9%股權，據
悉，轉讓事項已根據《股權轉讓協定》的條款及條件完成。于本公告日期，張建宏(執行董事兼董
事會主席)透過其控制的實體于東岳氫能合共約 36.19%股權中擁有權益。因此，于轉讓事項完成
時，東岳氫能為公司的關連人士。此外，東岳氟矽科技(公司一家直接全資附屬公司，為其本身及
代表其附屬公司)已於 2022 年 8 月 2 日(交易時段結束後)與東岳氫能訂立了《原材料供貨、產品銷
售及其他交易框架協定》，據此，東岳氟矽科技及其附屬公司已同意(1)向東岳氫能供應東岳原材
料及配套服務，供其生產和運營之用，及(2)向東岳氫能採購氫能原材料和產品及配套服務，供集
團生產和運營之用，協議有效期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萬得資訊)

海外市場
9. 愛彼迎(ABNB.US)預計三季度收入 27.8-28.8 億美元，分析師預期 27.8 億美元；愛彼迎二季度每股
盈利為 0.56 美元，去年同期為虧損 0.11 美元；二季度調整後 EBITDA 為 7.11 億美元，分析師預期
為 5.91 億美元；二季度營收 21 億美元，分析師預期為 21 億美元。愛彼迎將回購至多 20 億美元 A
類普通股。愛彼迎盤後跌超 8%。(萬得資訊)
10. 週二公佈的一項研究顯示，相較於僅接種了三針疫苗的同行，接種了第四針輝瑞新冠疫苗的醫療工
作者感染奧秘克戎的風險明顯更低。研究是在以色列進行的，今年 1 月，該國開始為老年人、醫療
工作者和免疫系統較弱的群體接種第二劑加強針。研究顯示，在今年 1 月接種第四針疫苗的醫療工
作者中，出現突破性感染的比例為 7%。而在那些只接種了三針疫苗的人群中，感染奧密克戎的比例
為 20%。(萬得資訊)

大行報告
11. 高盛發表報告，指出滙豐控股(0005.HK)上半年業績強勁，且次季業績遠勝該行和市場預期，將匯
控 2022 至 2025 年各年每股盈測分別上調 11%、6%、3%及 4%，每股派息預測分別上調 4%、3%、4%及
8%，將目標價由 70 港元上調至 75 港元，評級「買入」。高盛估計，匯控下一次回購將在 2023 年
第四季進行，金額 5 億美元。(格隆匯)
12. 瑞信發表報告指，信義玻璃(0868.HK)今年上半年純利同比下跌 38.5%至 33 億港元，符合早前公佈
盈警的料介於 26.9 億港元至 35 億港元。利潤下跌主要由於浮法玻璃價格下跌，令該業務毛利同比
倒退 41%。瑞信下調信義玻璃股份目標價，由 30 港元降至 27.1 港元，評級維持「跑贏大市」，並
調低集團今年至 2024 年盈利預測 8.2%至 9.5%，反映浮法玻璃價格走低。該股現報 14.98 港元，總
市值 604 億港元。(格隆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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