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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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 50.3 牛63556 熊62086

吉利汽車(0175) 認購 +8.2% 19.2 購14017

騰訊控股(0700) 認購 1.5% 18.3 購14460 沽29398

中國移動(0941) 認購 0.8% 18.1 購14136 沽25621

香港交易所(0388) 認購 5.0% 17.7 購26562 沽14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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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海油(0883) 認購 0.8% 9.6 購27527 沽26812

建設銀行(0939) 認購 +1.4% 9.4 購12617

匯豐控股(0005) 牛證 +7.5% 5.5

中國銀行(3988) 認購 +1.7% 5.5 購14206

銀河娛樂(0027) 認沽 2.1% 4.7 購13476 沽14503

本周歐洲央行決定延長資產購買計劃，刺激歐美股市造好，美股再創新高，港股表現先低後

高，再度測試兩萬三阻力後回調，周五在博彩股拖累下回試10天線，整體成交保持平穩。

由於大市仍離不開區間上落的格局，恒指引伸波幅繼續受壓。下周美國聯儲局將公布議息結

果，若認為後市引伸波幅有機會增加，可考慮以窩輪產品部署。相反若擔心引伸波幅有機會

進一步向下，則可參考牛熊證捕捉繼續恒指走勢。

有報導指，澳門金管局計劃收緊銀聯卡在澳門每日提款上限的影響，濠賭股如金沙(01928)及
銀河(00027)一度急挫逾一成。周五金沙及銀河的衍生工具交投活躍，投資者若認為不利消息

被過度反映，在撈底部署上有幾點要留意。

首先是對股價反彈幅度的預期。一般來說，股份變得波動時相關窩輪的引伸波幅有機會抽

升，投資者若預期反彈幅度較大，而引伸波幅會上升的話，則可以認購證作部署。第二，行

使價選擇方面，若對股價反彈時機掌握上稍欠信心，不妨以輕微價內的認購證作部署，特點

是防守性較高，適合作一段短時間的部署。相反，對反彈時機有把握的朋友，則可參考輕微

價外及短期之認購證，特點是價格較低，同時能保持較高的槓桿效應。最後，希望以中線部

署的投資者，欲避開引伸波幅上落及時間值損耗的因素，則可留意牛證選擇，因應風險胃納

選擇收回價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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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股得勢不饒人  小心升浪近尾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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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 1

12月12日(一) 美國:財政廳預算(11月)
  日本:按月機械訂單(10月)
12月13日(二) 美國:進口和出口物價(11月)
  中國:工業生產

  中國:零售銷售

12月14日(三) 日本:工業生產終值(10月)
  美國:工業生產(11月)
  美國:零售銷售(11月)
12月15日(四) 美國:消費者物價指數(11月)
  美國:聯儲局議息決議(11月)
  英國:央行議息決議(11月)
12月16日(五) 歐元區:消費者物價指數(11月)

美股勢如破竹，道指接連創新高，升到19600樓上，直撲20000點關口。「解釋」升市的主要原

因，不外乎是「特朗普效應」，憧憬經濟在大力推動財政政策之下，全面復蘇。現時的美股，正

正有牛市三期尾聲的徵兆，日日升，日日創新高！升市的理由，就只是一個已反映了的預期。情

況同當年香港的 「港股直通車」，利用一個概念，將已經頗為昂貴的股市，推向更昂貴的地步。

借助預期的憧憬，帶動市場情緒，令到大部分人只看「利好因素」，忽略隱藏着的黑天鵝。

 

港股方面，其實仍然是上落市，波幅介乎2250023000，困局始終未能突破。美國下周議息，而

美股期貨亦在下周五結算，相信基金會在下周五埋年結。預期大市在下半月，將只是一場悶局而

已，難望有炒作空間。股份方面，澳門賭業股受政策消息影響，一度急跌，但低位仍見有買盤支

持。暫時先作觀望，等此消息消化完才作出中長線吸納。



數據截止12月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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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0088 24,188 (6.3%) 12.1
61491 23,988 (5.4%) 15.5
61490 23,788 (4.5%) 18.1
62080 23,588 (3.6%) 21.1
^62086 23,388 (2.8%) 25.7

恒指收市價: 22761

牛

(看好 )

^63556 22,298 (2.0%) 33.7
62867 22,098 (2.9%) 26.6
66470 21,898 (3.8%) 22.6
63544 21,798 (4.2%) 20.0
64369 21,698 (4.7%)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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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6.9
61236 25,338 (11.3%) 7.1
65507 25,088 (10.2%) 7.7
64338 24,828 (9.1%) 9.5
62701 24,028 (5.6%) 13.2

恒指收市價: 22761

牛

(看好 )

65608 21,328 (6.3%) 14.1
62762 20,998 (7.7%) 11.9
62763 20,798 (8.6%) 10.7
65607 20,328 (10.7%) 8.8
63097 19,328 (15.1%)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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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9745 11,388 (15.4%) 5.3
69104 10,988 (11.4%) 7.9
68013 10,688 (8.3%) 10.6
^64342 10,386 (5.2%) 15.7
60968 10,086 (2.2%) 28.2

國指收市價: 9867.95

牛

(看好 )

64141 9,638 (2.3%) 28.2
^63730 9,438 (4.4%) 18.3
62874 9,238 (6.4%) 13.5
66828 9,038 (8.4%) 10.8
63391 8,838 (10.4%) 8.9

數據截止12月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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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7.0
^63125 205.88 (9.4%) 8.8
64608 195.88 (4.1%) 12/12上市

收市價: 188.2

牛

(看好 )

^66328 180.88 (3.9%) 20.7
63417 178.88 (5.0%) 15.9
66329 177.38 (5.7%)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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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7332 213.88 (11.0%) 7.3
^62577 208.88 (8.4%) 9.8
64736 203.88 (5.8%) 13/12上市

收市價: 192.7

牛

(看好 )

68348 185.88 (3.5%) 19.9
63415 183.88 (4.6%) 16.5
60731 180.88 (6.1%)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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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4.0
62257 95.88 (14.7%) 5.6
^63124 89.88 (7.5%) 9.5

收市價: 83.6

牛

(看好 )

^61649 80.08 (4.2%) 17.1
63123 76.38 (8.6%) 9.7
62656 72.88 (12.8%)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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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2.8
63458 42.88 (22.5%) 3.7
^63399 39.88 (13.9%) 5.3

收市價: 35

牛

(看好 )

^63389 32.28 (7.8%) 9.2
62024 30.48 (12.9%) 6.1
61233 28.28 (19.2%)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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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4.5
68123 6.48 (10.2%) 7.4
^67696 6.18 (5.1%) 12.8

收市價: 5.88

牛

(看好 )

^66796 5.16 (12.2%) 7.5
60905 4.76 (19.0%) 5.2
64894 4.16 (29.3%)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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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4347 45.26 (31.0%) 2.6
^61779 41.86 (21.2%) 3.5
64627 39.38 (14.0%) 12/12上市

收市價: 34.55

牛

(看好 )

^61108 32.08 (7.1%) 10.8
68999 30.28 (12.4%) 6.3
65501 28.28 (18.1%) 5.3

A股本周持續震盪行情，整體呈下跌趨勢，大盤藍籌股相對跑贏中小板股票。
截止本周五，上證綜指微跌0.34%，收於3232.88點；深證成指下跌1.13%，
收於10789.62點；創業板指數本週下跌2.03%，收於2099.89點。中國CPI連
續三個月上漲，11月同比增長2.3%，為2014年7月以來最高；PPI也超預期上
漲至3.3%，連續十一月回升，創五年新高。深港通於12月5日本周一正式開
通，首周市場整體表現平靜，資金流動「南冷北熱」，顯示出海外資金青睞
深交所上市的具有較高增長潛力的消費和科技類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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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

牛

(看好 )

64142 11.58 (3.7%) 30.1
^61967 11.28 (6.2%) 19.1
67034 10.96 (8.8%) 12.8

南中A50 2822.HK

種類 *編號 行使價 到期日
實際

槓桿(倍)

收市價: 12.02

購

(看好 )
13596 12.58 280417 12.32
14838 13.28 300617 10.86



數據截止12月09日

指數類

認股證 行使價 (點) 到期日 (月/年) 實際槓桿 (倍)

中企沽證12728 9,688 03/17 10.5

中企購證13290 10,300 03/17 12.5

恒指沽證12447 22,488 02/17 16.2

恒指購證13098 24,600 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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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59 188.8 09/17 4.9

港交購證26562 208.2 05/17 8.4

騰訊購證14460 206.08 06/17 7.1

友邦購證14082 50.38 05/17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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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工行購證13405 5.08 07/17 8.8

中行購證14206 3.65 09/17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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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32 12.48 10/17 5.5

中移購證14136 91.88 06/17 9.3

中移沽證25621 88.83 06/18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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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76 34.93 04/17 5.9

金沙購證13477 39 03/17 8.7

內險類

認股證 行使價 (港元 ) 到期日 (月/年) 實際槓桿 (倍)

平安購證13692 47.93 04/17 10.1

中壽購證14641 23.98 06/17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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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中油購證13791 5.73 03/17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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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比迪購證14303 46.85 12/17 2.8

長汽購證14163 7.88 06/17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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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A中購證23054 11.9 03/17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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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93 25.93 04/17 6.6

恆大購證27813 6.09 07/17 4.8

科技類

認股證 行使價 (港元 ) 到期日 (月/年) 實際槓桿 (倍)

聯想購證14497 5.08 07/17 5.8

金軟購證13208 18.4 04/17 5.3

資源類

認股證 行使價 (港元 ) 到期日 (月/年) 實際槓桿 (倍)

江銅購證14339 12.9 06/17 5.0

紫金購證13774 2.7 07/17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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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