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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資產 種類 股價上週表現
資金流入

(百萬 )
滙豐焦點

相關認股證及牛熊證

恆生指數(HSI) 熊證 +1.7% 68.7 牛62867 熊62505

騰訊控股(0700) 認購 1.2% 28.9 購14129 沽29398

中國移動(0941) 認購 0.8% 20.9 購14136 沽25621

吉利汽車(0175) 認購 +6.8% 18.3 購14017

騰訊控股(0700) 牛證 1.2% 16.5 牛66328 熊63126

相關資產 種類 股價上週表現
資金流出

(百萬 )
滙豐焦點

相關認股證及牛熊證

恆生指數(HSI) 牛證 +1.7% 35.5 牛62867 熊62505

恆生指數(HSI) 認購 +1.7% 16.9 購11933 沽11999

匯豐控股(0005) 認購 +0.8% 12.5

金沙中國(1928) 認購 +2.8% 9.3 購13477 沽14504

銀河娛樂(0027) 認購 +2.9% 9.2 購14500 沽14503

港股在外圍及A股帶動下本周顯著造好，是連跌四星期後首周回升，恒指升破10天及20天線

水平，惟整體成交仍有待配合，全周計恒指上下波幅五百多點，較前數星期為少。

由於整體指數的波幅數窄，恒指波幅指數連續第三個星期向下，並試一個月低位。引伸回落

對窩輪有負面影響。下周期指結算波幅或有機會繼續受壓，或可考慮先行換碼至牛熊證作部

署，待引伸波幅穩定下來，方轉以窩輪部署市況的突破走勢。

恒指牛熊證方面，牛證重貨區約於21,900點至22,100點，而熊證則於22,800點至23,200點附

近，兩者都是一些技術上的大位。投資者可參考市況的重心已稍為上移，部署牛熊證時可相

應調整收回區選擇，進取的投資者可考慮以較貼收回價牛熊證部署波幅上落。

個股方面，A股造好帶動相關的中資險商及內銀股領頭向上，惟券商股走勢相對落後，當中有

不少資金由9月開始便部署買入中信証券(6030)的認購證坐倉，三個多月來街貨不但沒有隨正

股向上而減持，反而街貨量有跟隨增加。如看好可留意中証認購證13695，行使價18.86元，

2017年4月到期，實際槓桿 5.3倍，特點是貼價中年期，可有效捕捉其中線升勢。

內銀股方面，建行(0939)繼續是北水南下吸納的熱門股，數據反映繼續有資金透過港股通淨

買入建行。內地媒體指，新一輪「債轉股」已經啟動，五大國有銀行將申請成立子公司，專

門經營債轉股，每間自有資金出資100億元人民幣左右。若預期內銀的資產質素承「去槓

桿」受惠，可留意建行突破機會，股價周五突破50天線阻力，後市可參考近6元的密集區。

如看好可留意建行牛證66796 ，收回價 5.16 元，17年8月到期，實際槓桿 9.6 倍。

展望下周，投資市場將聚焦美國國內生產總值、消費信心及就業報告等，將有助市場評估息

口走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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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高位結算  內銀券商落後

棒型圖旁的數字為相對期指對沖張數。
括弧內為其一週變化 ，向上箭咀為較上週增加，
向下箭咀為較上週減少多少張相對期指對沖張數

總期指張數 牛證 對 熊證 比例   1.6 : 1

11月29日(二) 美國:消費者信心指數(11月)
  美國:國內生產總值(Q3 修正值 )
11月30日(三) 日本:工業生產(10月)
  加拿大:國內生產總值(9月)
12月1日(四) 中國:財新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11月)
  美國:Markit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11月)
12月2日(五) 加拿大:失業率(11月)
  美國:失業率(11月)

過去一周市況只是窄幅上落，缺乏明確方向，皆因臨近月尾，期指進行轉倉及部署結算。此情況

其實每月皆如是，指數難有炒作機會，所以應該轉而炒股不炒市。過去兩周，筆者建議大家聚焦

於內險股及濠賭股，而此兩板塊亦已經出現了顯著的升幅。此刻大家要留意的，應該是內銀股及

內地券商股。

內銀股早前兩周表現，落後於內險股，但近日走勢開始醖釀轉強勢，皆因「債轉股」的政策已經

有眉目，市場資金亦開始有所關注。另外，內地券商股表現反覆，此刻股價仍算落後。然而，內

地股市已見蠢蠢欲動，上証指數亦企穩於3,200點之上，成交持續上升。根據數據顯示，場外配資

金額正緩緩上升，資金亦正在流入A股。只要內地股市進一步攀升，投資氣氛重來，券商股自當有

追落後的機會。

但在短線樂觀之餘，其實十二月環球投資市場，仍充斥著一定的不明朗因素。月中美聯儲議息，

幾可肯定一定會加息，但重點在於未來的加息步伐，會否是快而狠。其實去周耶倫的言論，以及

前晚發表的議息會議紀錄，皆有所暗示。故此，環球匯市及商品巿場已有所反映。至於股市，主

要仍是炒「特朗普效應」的憧憬，但現在距離他真的上台的日子越來越近，到時才見真章！



數據截止11月25日

恒生指數  (兌換比率  = 15,000:1)

種類 *編號
收回價

(距離現貨價)
實際

槓桿(倍)

熊

(看淡 )

61491 23,988 (5.6%) 15.3
61490 23,788 (4.7%) 17.6
62080 23,588 (3.8%) 21.3
62086 23,388 (2.9%) 25.7
^62505 23,188 (2.0%) 33.7

恒指收市價: 22723.4

牛

(看好 )

^62867 22,098 (2.8%) 27.5
66470 21,898 (3.6%) 22.9
63544 21,798 (4.1%) 29/11上市

64369 21,698 (4.5%) 19.2
62760 21,598 (5.0%) 17.2

恒生指數  (兌換比率  = 20,000:1)

種類 *編號
收回價

(距離現貨價)
實際

槓桿(倍)

熊

(看淡 )

69320 25,588 (12.6%) 6.8
61236 25,338 (11.5%) 7.1
65507 25,088 (10.4%) 7.7
64338 24,828 (9.3%) 9.3
62701 24,028 (5.7%) 13.2

恒指收市價: 22723.4

牛

(看好 )

65608 21,328 (6.1%) 14.6
62762 20,998 (7.6%) 12.0
62763 20,798 (8.5%) 10.9
65607 20,328 (10.5%) 8.7
63097 19,328 (14.9%) 6.1

國企指數  (兌換比率  = 10,000:1)

種類 *編號
收回價

(距離現貨價)
實際

槓桿(倍)

熊

(看淡 )

69104 10,988 (12.2%) 7.3
68013 10,688 (9.2%) 9.3
64342 10,386 (6.1%) 13.4
60968 10,086 (3.0%) 22.8
^61646 9,886 (1.0%) 42.6

國指收市價: 9790.23

牛

(看好 )

^62874 9,238 (5.6%) 15.5
66828 9,038 (7.7%) 11.8
63391 8,838 (9.7%) 9.5
62371 8,638 (11.8%) 7.8
69828 8,438 (13.8%) 6.9

數據截止11月25日

騰訊控股  0700.HK

種類 *編號
收回價

(距離現貨價)
實際

槓桿(倍)

熊

(看淡 )

62493 210.88 (9.3%) 9.0
63125 205.88 (6.7%) 11.7
^63126 200.88 (4.1%) 16.9

收市價: 193

牛

(看好 )

63231 189.88 (1.6%) 28.0
^66328 180.88 (6.3%) 13.0
63417 178.88 (7.3%) 11.4

香港交易所  0388.HK

種類 *編號
收回價

(距離現貨價)
實際

槓桿(倍)

熊

(看淡 )

67488 221.68 (8.1%) 9.5
61366 217.88 (6.3%) 11.1
^67332 213.88 (4.3%) 14.9

收市價: 205

牛

(看好 )

62655 198.88 (3.0%) 22.8
^69316 195.88 (4.4%) 17.8
69117 189.88 (7.4%) 11.4

中國移動  0941.HK

種類 *編號
收回價

(距離現貨價)
實際

槓桿(倍)

熊

(看淡 )

61578 101.88 (21.4%) 4.0
62257 95.88 (14.3%) 5.6
^63124 89.88 (7.1%) 9.8

收市價: 83.9

牛

(看好 )

^61649 80.08 (4.6%) 15.0
63123 76.38 (9.0%) 8.7
62656 72.88 (13.1%) 6.5

銀河娛樂  0027.HK

種類 *編號
收回價

(距離現貨價)
實際

槓桿(倍)

熊

(看淡 )

63547 45.88 (24.0%) 29/11上市

63458 42.88 (15.9%) 4.9
^63399 39.88 (7.8%) 8.2

收市價: 37

牛

(看好 )

^63456 34.28 (7.4%) 8.8
63389 32.28 (12.8%) 6.1
62024 30.48 (17.6%) 4.6

建設銀行  0939.HK

種類 *編號
收回價

(距離現貨價)
實際

槓桿(倍)

熊

(看淡 )

69000 6.98 (21.4%) 4.0
68123 6.48 (12.7%) 6.4
^67696 6.18 (7.5%) 9.6

收市價: 5.75

牛

(看好 )

^66796 5.16 (10.3%) 8.7
60905 4.76 (17.2%) 5.6
64894 4.16 (27.7%) 3.3

金沙中國  1928.HK

種類 *編號
收回價

(距離現貨價)
實際

槓桿(倍)

熊

(看淡 )

63554 48.88 (28.6%) 29/11上市

64347 45.26 (19.1%) 4.0
^61779 41.86 (10.2%) 6.7

收市價: 38

牛

(看好 )

^63412 35.08 (7.7%) 9.3
63018 33.38 (12.2%) 6.9
61108 32.08 (15.6%) 5.7

A股結束上個星期的盤整趨勢，本週向上突破。截止本週五下午2:40， 上證
綜指漲1.7%， 企於3253點；深圳成指漲1.2%， 位於11012點；創業板指數
微漲0.24%。 市場呈現分化狀態，大盤藍籌持續造好，相對跑贏中小板股
票。由於需求見底和供給出清，PPI轉正，企業盈利出現顯著改善，大大超出
了市場此前的預期，是近期股市上漲，且大盤跑贏小盤的主要原因。此外，
預期深港通將於12月正式開通，與深港通有關的投資標的交投活躍。其中香
港市場上唯一一隻投資深圳創業板的ETF – 南方東英中國創業板ETF
3147.HK全周持續見到資金流入，二級市場溢價率一度接近0.8%。

 
本免責聲明：

投資涉及風險。閣下不應依賴本資料而作出任何投資決定。閣下應該閱讀有
關銷售文件以了解詳情及基金的風險因素。結構性產品價格可急升可急跌,投
資者或會損失所有投資。過往表現不代表未來表現。投資前應了解結構性產
品之特性及風險,並詳閱上市文件,獨立決定是否適合自己,若需要應諮詢專業建
議。本資料由CSOPAssetManagement Limited 南方東英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提供，未經證監會審閱。

南中A50 2822.HK

種類 *編號
收回價

(距離現貨價)
實際

槓桿(倍)

收市價: 11.9

牛

(看好 )

61967 11.28 (5.2%) 18.3
^67034 10.96 (7.9%) 12.9
61051 10.66 (10.4%) 10.1

南中A50 2822.HK

種類 *編號 行使價 到期日
實際

槓桿(倍)

收市價: 11.9

購

(看好 )
11721 12.19 270918 4.93
13596 12.58 280417 12.51



數據截止11月25日

指數類

認股證 行使價 (點) 到期日 (月/年) 實際槓桿 (倍)

中企購證13290 10,300 03/17 12.0

中企沽證14132 9,058 08/17 5.3

恒指沽證11999 21,400 02/17 15.4

恒指購證11933 23,088 01/17 20.0

藍籌類

認股證 行使價 (港元 ) 到期日 (月/年) 實際槓桿 (倍)

港交沽證13292 202 02/17 8.7

港交購證13406 233.88 03/17 9.5

騰訊購證14129 214 05/17 7.4

騰訊沽證29398 171.9 03/17 9.5

保險類

認股證 行使價 (港元 ) 到期日 (月/年) 實際槓桿 (倍)

友邦購證14082 50.38 05/17 8.7

平安購證13692 47.93 04/17 8.8

中險購證12699 14.35 02/17 11.1

中壽購證13512 24.53 08/17 5.8

銀行類

認股證 行使價 (港元 ) 到期日 (月/年) 實際槓桿 (倍)

建行購證12617 6.28 02/17 14.1

工行購證11723 4.77 01/17 14.7

招行購證12693 20.05 05/17 7.0

中行購證27092 3.49 02/17 10.3

石油石化類

認股證 行使價 (港元 ) 到期日 (月/年) 實際槓桿 (倍)

中化購證14461 5.8 06/17 6.7

中油購證13791 5.73 03/17 10.2

海油購證27527 10.9 05/18 3.9

汽車類

認股證 行使價 (港元 ) 到期日 (月/年) 實際槓桿 (倍)

吉利購證14017 9.8 05/17 5.6

比迪購證27139 51.93 09/17 3.8

長汽購證14163 7.88 06/17 4.3

電訊類

認股證 行使價 (港元 ) 到期日 (月/年) 實際槓桿 (倍)

中聯購證24061 9.89 12/17 4.9

中移沽證25621 88.83 06/18 3.9

酒店類

認股證 行使價 (港元 ) 到期日 (月/年) 實際槓桿 (倍)

銀河購證14500 38.8 05/17 5.4

金沙購證13477 39 03/17 7.4

內房類

認股證 行使價 (港元 ) 到期日 (月/年) 實際槓桿 (倍)

萬科購證12338 21.38 02/17 5.4

恆大購證27813 6.09 07/17 4.6

ETF

認股證 行使價 (港元 ) 到期日 (月/年) 實際槓桿 (倍)

南中購證13596 12.58 04/17 12.5

A中購證13595 11.28 04/17 11.8

資源類

認股證 行使價 (港元 ) 到期日 (月/年) 實際槓桿 (倍)

神華購證14015 18.2 09/17 4.7

紫金購證13774 2.7 07/17 4.2

證券業

認股證 行使價 (港元 ) 到期日 (月/年) 實際槓桿 (倍)

中証購證13695 18.86 04/17 5.5

閣下若不希望我們繼續向你直接發送電郵，可隨時電郵致warrants@hsbc.com.hk並註明「取消訂閱」。
If at any time you would like us to cease sending you direct mailings, please send us an email at warrants@hsbc.com.hk entitled "Unsubscri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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