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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晨报 

          2022 年 12 月 30日星期五 

 
周五震荡走低，险守二十天线。恒指随外围低开 132

点，跌幅随即扩大至 247 点，低见 23730 点，其后跌幅

一度收窄至仅 20 点，午后大盘走势偏软，尾盘沽压再

度扩大。截至收盘，恒指收报 23831 点，下跌 145 点或

0.61%；国指收报 9656 点，下跌 47 点或 0.49%，大市

成交进一步减至 827.99 亿。港股通录得净流入资金

4.84 亿，其中港股通(沪)净流入 2.83 亿，港股通(深)净

流入 2.01 亿。板块方面，本地地产、软件、5G 概念板

块跌幅靠前；黄金股逆市走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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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各国指数 收市价 变动% 年初至今%

恒生指数 19741.14 -0.79 -15.63

恒生国企指数 6695.57 -1.14 -18.71

恒生科技指数 4107.43 -2.49 -27.57

上证综合指数 3073.70 -0.44 -15.55

万得中概股100 2449.32 2.45 -28.14

道琼斯 33220.80 1.05 -8.58

标普500指数 3849.28 1.75 -19.24

纳斯特克指数 10478.09 2.59 -33.03

商品 收市价 变动% 年初至今%

纽约期油 78.71 -0.32 4.65

黄金 1821.90 0.34 -0.37

铜 8430.00 -0.15 -13.35

板块表现 最新交易日% 月初至今% 年初至今%

医疗保健行业 1.3 8.2 -22.1

资讯科技行业 -0.5 11.2 -24.8
必需性消费行业 -0.8 4.9 -13.1

公用事业 -0.8 3.3 -30.6
金融行业 -0.8 5.2 -6.2

地产建筑行业 -0.8 2.6 -22.4
能源业 -1.3 -2.8 16.8

非必需性消费行业 -1.4 6.4 -25.2

综合行业 -1.5 4.4 -1.1
原材料行业 -1.6 0.4 -15.5

电讯行业 -1.7 -0.4 5.8
工业行业 -2.4 -2.4 -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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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回顾 
受美股周三收跌影响，周四港股恒指低开

1.26%，午后跌幅收窄。截至收盘，恒生指数跌

0.79%，报 19741.14点；恒生科技指数跌

2.49%，其中京东集团（9618HK）跌 5.38%。医疗

消费行业指数涨幅居前，其中医药外包板块集体

上涨，凯莱英(6821HK)涨 7.91%，康龙化成

(3759HK)涨 7.62%。进口游戏版号时隔 17个月恢

复发放，共有 45款游戏获批，周四腾讯控股

（0700HK）涨 2.76%。 

美股市场 
美国上周新申领失业救济人数上升，美债孳息下

跌，增长股造好带动大市，周四美股普涨。标普

500指数 11个行业分类指数全线上升，通讯服务

股及科技股升幅最大。迪士尼(DIS.US)升 3.6%，

为升幅最大道指成分股。Salesforce(CRM.US)  

升 3.2%。科技股龙头公司苹果(AAPL.US)、

Alphabet(GOOGL.US)、微软(MSFT.US)及亚马逊

(AMZN.US)各升 2.8%至 2.9%。特斯拉(TSLA.US)  

升 8.1%。  

市场展望 
港股近期在上周美联储 12月加息落地及鹰派表态

影响下有所回调，市场风险偏好暂时受压，但近

期消费餐饮及医药等等板块的活跃也显示港股投

资的结构性机会犹存。刚刚于上周结束的中央经

济会议定调稳增长基调，叠加各地纷纷展现拼经

济行动后，国内消费及投资景气度有望修复，

2023 年度一季度经济回暖将为大概率事件，港股

市场当前不必再度悲观。 

建议持续以自下而上的角度积极布局相关行业板

块：1）受益于景气改善预期的餐饮旅游等线下消

费板块以及中央经济会议重点提及的新能源汽车

及养老消费；2）半导体、计算机及创新生物医药

等核心科技龙头公司板块及业绩改善的科网数字

经济龙头公司；3）符合政策扶持改善住房需求的

央国企地产龙头公司；4）电信运营商、绿电运营

商以及军工产业链等的中长期配置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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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热点 

近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珏婷於商务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未来将加强巩固及提升国内传统消费行业，

会着力稳定汽车消费，支持购买、使用新能源汽车，并会加快活跃二手车市场。我国车企海外竞争力明

显增强，明年的购置税继续免征将有力保持新能源汽车行业高增势头，建议积极关注相关龙头公司：比

亚迪（1211HK）、广汽集团（2238HK）、长城汽车（2333HK） 

市场研究机构 Canalys近日发布报告显示，2022 年第三季中国云基础设施服务支出达到 78亿美元，按

年增长 8%。「中国四朵云」格局未变，阿里云占 36%，华为云占 19%，腾讯云占 16%，百度智能云占

9%，合计占据 80%市场份额。其中，百度智能云年度增长 12%，连续三个季度增速超过整体市场。科网

龙头公司在云计算领域占据龙头地位，建议积极关注相关公司：百度集团（9888HK）、阿里巴巴-

SW(09988.HK)、腾讯控股(0700.HK) 

本周荐股 

公司及代码 推荐内容 目标价/止损价 

中国联通

(0762HK) 

公司作为国内三大运营商之一，为国内外用户提供全方位、高质量

信息通信服务， 包括移动宽带、固网宽带、数据通信服务以及其

他相关增值服务。公司与中国电信共建共享有序推进 5G建设，合

理控制 5G 投资规模。公司 10月 28 号发布 2022年三季报：首三

季度，公司营业收入达到人民币 2639 亿元（+YoY8.0%），其中服

务收入为 2396 亿元（+YoY7.8%），股东应占盈利为 156亿元

（+YoY21.2%）。公司三季报营业收入和公司盈利绝对值再创上市

以来同期最高水平。我们重点关注的公司产业互联网业务维持高速

增长，公司产业互联网收入 531亿元（+YoY29.9%），占服务收入

比达到 22.2%。当前公司盈利能力有望持续提升，公司作为数字经

济发展的主力军之一，当前估值水平在今年 Wind一致预期的 8倍

PE左右，仍然较为低估，建议积极关注。 

5.5/4.5HKD 

 

财经要闻 
【宏观信息】 

道指升 345 点或 1.1% 大型科技股造好 

英国股市升 0.2% 德法股市各升 1.1%及 1% 

美国 11 月 NAR成屋销售按月续跌 4% 逊预期 

美国 12 月里奇蒙联储制造业指数续升至 1 胜预期 

欧洲疾控中心：对中国旅客进行新冠筛查并不合理 欧盟称不会仿傚意大利做法 

俄罗斯发射过百枚导弹空袭基辅等多个乌克兰城市 

俄今年对欧洲天然气出口料跌至前苏联解体以来新低 

韩国 11 月晶片产量按年跌 15% 创 2009年来最大跌幅 

澳洲贸易部长希望中澳贸易紧张局势降温 

本港 9 月平均工资率按年升 2.3% 

特区政府：日本针对香港航班并不合理 已向日本要求取消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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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明年将调整部分商品进出口关税 逾千项商品实施低於最惠国进口暂定税率 

外汇局：9月末我国银行业对外金融资产 15069 亿美元 对外负债 13465亿美元 

国家商务部冀以 RCEP为新起点 续与更多贸易夥伴商签自贸协定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在城乡基层充分应用中药汤剂开展新冠病毒感染治疗工作 

商务部：支持购买及使用新能源汽车 加快活跃二手车市场 

中银保监：鼓励引导更多长期合规资金进入资本市场 

财政部：促进恢复和扩大消费，加力稳定外贸外资，着力扩大国内需求 

国家教育部等十三部门：培训机构不得一次性收费逾五千元人民币 

教育部：要明确非学科类培训机构境内外上市标准和程序，防止野蛮生长 

发改委：着力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 积极扩大需求 

深圳市集成电路产业规划有望近期发布 拟定目标 2025 年营收突破 2,500亿人币 

Canalys：内地第三季云基础设施服务支出按年增 8% 

 

【公司信息】 

腾讯控股(00700.HK)回购 100 万股 涉资 3.3 亿元 

比亚迪(01211.HK)旗下仰望品牌下周四举行发布会 传定价最高 150万人民币 

广汽集团(02238.HK)预计本年营收增至 5,145 亿人民币 明年挑战产销增 10% 

中国石化(00386.HK)进军泰国成品油市场 收购 Susco Dealers49%股权 

中国石化(00386.HK)共计回购 7.32亿 H股 

中国交通建设(01800.HK)拟分拆旗下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等重组上市 

本田召回逾廿万辆与东风汽车(00489.HK)及广汽集团(02238.HK)生产之混能车 

新东方在线(01797.HK)东方甄选直播总销量达 1,825 万单 

中国生物制药(01177.HK)：附属公司获授予新冠治疗药物 Ensitrelvir独家市场推广权 

东风集团(00489.HK)旗下岚图汽车 12月在挪威已交付 136辆 

东方电气(01072.HK)3间附属获母企增资共 6.1 亿人币 

石药集团(01093.HK)ALMB-0166 用於治疗骨关节炎临床试验获批 

先声药业(02096.HK)SIM0348注射液临床试验获批 

同程旅行(00780.HK)逾 9.8亿人民币投资上下游供应链业务 

中国圣牧(01432.HK)发行中国境内首单社会责任债券 

中手游(00302.HK)：旗下游戏「新仙剑奇侠传之挥剑问情」获批版号 

重庆钢铁(01053.HK)拟向母企旗下宝武水务增资 6,068 万人币 

心连心化肥(01866.HK)斥 2.37 亿人币购入 1,076 万股深冷能源股份 

华润电力(00836.HK)斥 14.4亿人币收购 8个风电项目权益 

远洋集团(03377.HK)与民生银行(01988.HK)达成战略合作 

京信通信(2342.HK)料下月 4日新交所第二上市 

云南水务(06839.HK)出售叶集云水水务 100%股权 

华油能源(01251.HK)附属中标印尼贾邦登加油气区块勘探和开发权 

羚邦集团(02230.HK)「男儿当入樽」动画电影下月初起办限定优先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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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股资讯 
公司名称 上市代号 行业 招股价 每手股数 招股截止日 上市日期 

康沣生物-B 6922 医疗器械 18.90 200 2022/12/21 2022/12/30 

博安生物-B 6955 生物医药 19.80 200 2022/12/22 2022/12/30 

   粉笔* 2469 职业教育 9.5-9.9 500 2022/12/30 2023/1/09 

亿华通* 2402 电力设备 60.0-76.0 50 2023/1/05 2023/1/12 

百果园* 2411 食品零售 5.0-6.2 500 2023/1/09 2023/1/16 

美丽田园* 2373   医疗美容 19.32 500 2023/1/06 2023/1/16 

资料来源：阿斯达克财经网 *招股中 
 

经济数据 
日期 国家 指数    期间        预测值   前值 

12/30 美国 MNI芝加哥PMI 十二月 40 37.2 
资料来源：彭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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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公司股票表现 

 

最新交易日 1个月 3个月 1年

恒生指数 HSI -0.8 14 15 -15

恒生国企指数 HSCEI -1.1 14 13 -18

恒生科技指数 HSCEI -2.5 20 19 -28

科网公司

腾讯控股 700 HK 2.8 24 26 -22

阿里巴巴 9988 HK -2.5 18 10 -26

百度集团 9888 HK -2.8 22 -4 -21

小米集团 1810 HK -3.2 16 21 -41

京东集团 9618 HK -5.4 15 10 -20

网易 9999 HK -2.9 10 -5 -24

新能源车

比亚迪 1211 HK -1.0 11 -2 -28

小鹏汽车 9868 HK -0.5 37 -18 -78

吉利汽车 0175 HK 0.0 17 5 -48

长城汽车 2333 HK -0.4 7 11 -63

广汽集团 2238 HK -1.0 3 -7 -31

医药/消费

石药集团 1093 HK 0.6 -12 9 8

中国生物制药 1177 HK 1.5 6 25 -14

药明生物 2269 HK 3.0 26 26 -32

锦欣生殖 1951 HK -1.3 35 92 -16

雍禾医疗 2279 HK -0.3 35 36 -31

华润啤酒 0291 HK -0.5 16 2 -13

海伦司 9869 HK -3.8 40 34 -33

安踏体育 2020 HK -1.7 25 22 -11

九毛九 9922 HK -2.3 37 63 56

美股科技

苹果 AAPL US 2.8 -8 -9 -27

特斯拉 TSLA US 8.1 -33 -50 -66

英伟达 NVDA US 4.0 -7 17 -51

赛富时  CRM US 3.2 -13 -10 -48

微软 MSFT US 2.8 0 0 -28

新股/次新股

星空华文* 6698 HK 70.6 / / /

卫龙 9985 HK 5.2 / / /

中创新航 3931 HK -5.8 -5 / /

信息来源：Wind，平证证券(香港)。数据截至2022年12月29日，*上市首日表现

代码
股价表现(%)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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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员声明 

主要负责编制本报告之研究分析员确认： 1)所有在本报告所表达的意见真实地反映其对本报告内所评论的发行

人(“该公司”)及其证券当时的市场分析的个人意见。2)其薪酬过去、现在或未来，没有直接或间接与本报告

所表达的市场分析意见或建议有关连。 

根据香港证监会持牌人操守准则所适用的范围及相关定义，分析员确认本人及其有联系者均没有 (1)在研究报告

发出前 30 日内曾交易报告内所述的股票；(2)在研究报告发出后 3 个营业日内交易报告内所述的股票；(3)担任

本研究报告所评论的发行人的高级人员；(4)持有本研究报告所评论的发行人的任何财务权益。 

免责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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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所列之任何价格仅供参考，并不代表对个别证券或其他金融工具的估值。本文件并无对任何交易能够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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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证证券(香港)或其任何董事、雇员或代理人概不就因使用本文件内所载数据而蒙受的任何直接或间接损失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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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报告被平证证券(香港)以外其他金融机构转发，该金融机构将独自承担其转发报告的责任。如该金融机构的客户欲就本报告所提到的证券进行交

易或需要更多资料，应联系该转发的金融机构。本报告不是平证证券(香港)作出的投资建议，平证证券(香港)或其任何董事、雇员或代理人概不就因

使用本文件内所载数据而蒙受的任何直接或间接损失承担任何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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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系统公司(由平证证券(香港)建构。其“投资评级指数”及“行业投资评级指数”之百份比数据只反映

平证证券(香港)对该评级及指数之自家建议，只作参考用途。) 

股票投资评级 备注 

强烈推荐 预计 6个月内，股价表现强于恒生指数 20%以上 

推  荐 预计 6个月内，股价表现强于恒生指数 10%至 20%之间 

中  性 预计 6个月内，股价表现相对恒生指数在±10%之间 

回  避 预计 6个月内，股价表现弱于恒生指数 10%以上 

行业投资评级 备注 

强于大市 预计 6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强于恒生指数 5%以上 

中  性 预计 6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相对恒生指数在±5%之间 

弱于大市 预计 6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弱于恒生指数 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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