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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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49 牛68998 熊60088

吉利汽車(0175) 認購 +3.4% 10.4 購12810

金沙中國(1928) 認購 7.1% 8.4 購13066 沽12616

匯豐控股(0005) 認購 0.5% 6.1

匯豐控股(0005) 認沽 0.5%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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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53.7 牛68998 熊60088

騰訊控股(0700) 認購 +4.0% 38.8 購13191 沽12729

香港交易所(0388) 認購 +0.7% 38.2 購12452 沽13292

中國移動(0941) 認購 +2.0% 19.3 購13067 沽25621

友邦保險(1299) 認購 +2.9% 12.8 購11717 沽11719

美國聯儲局維持息口不變，不明朗因素消除帶動美股向上，美元匯價向下，油價及金價保持

強勢。港股下周期指結算觀望氣氛濃，恒指一度試兩萬四後高位遇上強大沽壓，港股通更錄

得8月初以來首次資金淨流出，整體成交保持較高水平。資金流向上則以短線炒波幅為主，周

四指數裂口跳高，當天恒指牛證有超過4,700萬元淨流出，熊證則有超過3,400萬元淨流入。

現時牛證的重貨區約於最貼的23,200點至23,399點，熊證則於24,400點至24,599點水平。

展望下周展望下周接近內地的十一假期，美國則有大選候選人的第一場電視辯論，港股或較

受外圍市況帶動。由於引伸波幅仍受壓，投資者短線炒波幅，兩手準備可先以牛熊證進場，

收回水平則不宜過度進取，暫可留意阻力近24,200點附近，10天線於23,550點左右。投資者

宜兩手準備，如看好可留意恒指牛證68842，收回價 22898點，17年6月到期，實際槓桿 22
倍; 相反，如考慮對沖手上好倉，看淡可留意恒指熊證 69097，收回價 24688 點，17年4月到

期，實際槓桿 19.6倍  。

本周個股輪證焦點繼續落於港交所(0388)、騰訊(0700)及中資保險股身上，即市成交活躍。

至於中線部署方面，以中石油(0857)吸引較多資金留意，相關認購證已錄得連續11天資金淨

流入，金額突破1,000萬元，是市場第二多。

石油輸出國組織成員國與非油組產油國下周將於阿爾及利亞舉行非正式會議，此前油組成員

國利比亞表明不會凍產，並將每日原油產量由目前大約30萬桶提升到100萬桶。不過，美元

下跌繼續支持油價，國際油價連升兩天周四重上46.3美元水平。看好油股表現可留意中石油

(0857)，股價回試20天線阻力，密集區阻力約於5.3元下方。如看好可留意中石油牛證

65751，收回價 4.86元，17年6月到期，實際槓桿 10.4倍  。

http://www.warrants.hsbc.com.hk/cgi/underlying/underlying_info.cgi?code=HSI
http://hsbc.dbpower.com.hk/cgi/cbbc/cbbc_info.cgi?code=68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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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warrants.hsbc.com.hk/cgi/underlying/underlying_info.cgi?code=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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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倉期間 市況淡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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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 1

9月26日(一) 美國:新房屋銷售(8月)
9月27日(二) 美國:消費者信心指數(9月)
9月28日(三) 美國:耐用品訂單(8月)
9月29日(四) 美國:國內生產總值

9月30日(五) 財新中國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美國:消費情緒(9月)
  美國:個人收入和開支(8月)

周四凌晨美聯儲決定不加息，外圍股市向好，港股亦跟隨美股的升勢而向上，一度突破24,000點
關口。然而，由於恆指已累積了頗大的升幅，高位回吐壓力大增，最終仍只能在24,000點樓下盤

整震盪。但經此一挾，已將大量的熊証收回，並且令到大量期指淡倉投降。

從技術分析，暫時估計大市開始進入上落市格局，波幅介乎23,600至24,100區間。由於未來數天

將進行期指轉倉活動，走勢會較為反覆，指數將轉呈窄幅上落，較難炒作。故此，應該改用炒股

不炒市的策略應市。另外，大家要多加留意轉倉的部署，從中去摸索十月份的倉底，是大戶傾向

好倉定淡倉主導。股份方面，近日油價回升，見到資源股走勢轉強，三大油股亦表現向好。除此

之外，崑崙能源（0135）及中國神華（1088）也有亮麗的升勢，應多加留意。特到是崑崙能源，

股價方全低位盤整多時，昨日初現第一枝大陽燭，股價仍頗吸引。

下星期四期指結算，加上中國郵政儲蓄銀行上市，理論上大市仍有一定的支持力度。但到了10月
變數仍多，美國總統大選，將是市場焦點。另外，亦要留意市場的消息，隨時又會有「炒加息」

的炒作，令市場帶來震盪。

 



數據截止09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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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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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099 24,988 (5.5%) 14.8
69097 24,688 (4.2%) 17.7
65469 24,588 (3.8%) 18.8
60071 24,388 (3.0%) 22.2
^60088 24,188 (2.1%) 27.7

恒指收市價: 23686.5

牛

(看好)

60589 23,298 (1.6%) 27/9上市

^68998 23,098 (2.5%) 31.0
68842 22,898 (3.3%) 23.9
67711 22,698 (4.2%) 20.5
67471 22,498 (5.0%)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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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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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484 25,828 (9.0%) 9.3
69320 25,588 (8.0%) 10.1
65009 25,328 (6.9%) 11.8
65507 25,088 (5.9%) 12.3
64338 24,828 (4.8%) 16.2

恒指收市價: 23686.5

牛

(看好)

68995 22,398 (5.4%) 15.4
68989 22,198 (6.3%) 13.8
68992 21,998 (7.1%) 12.3
65608 21,328 (10.0%) 9.3
65607 20,328 (14.2%)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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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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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863 10,788 (10.1%) 7.8
68013 10,688 (9.1%) 9.6
64568 10,586 (8.1%) 10.3
64342 10,386 (6.0%) 14.2
^65210 10,286 (5.0%) 15.6

國指收市價: 9796.01

牛

(看好)

60591 9,638 (1.6%) 27/9上市

^68846 9,438 (3.7%) 20.4
67469 9,238 (5.7%) 14.4
66828 9,038 (7.7%) 11.4
63391 8,838 (9.8%) 9.8

數據截止09月23日

騰訊控股 0700.HK

種類 *編號
收回價

(距離現貨價)
實際

槓桿(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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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110 235.88 (8.1%) 9.4
68220 230.88 (5.8%) 12.6
68122 225.88 (3.5%) 18.3

收市價: 218.2

牛

(看好)

^60482 207.88 (4.7%) 14.9
69106 204.88 (6.1%) 12.5
60093 200.38 (8.2%) 9.9

香港交易所 0388.HK

種類 *編號
收回價

(距離現貨價)
實際

槓桿(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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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756 217.36 (6.0%) 12.1
67332 213.88 (4.3%) 15.7

收市價: 205

牛

(看好)

^69750 199.88 (2.5%) 23.3
69316 195.88 (4.4%) 15.7
69117 189.88 (7.4%) 10.6

中國移動 0941.HK

種類 *編號
收回價

(距離現貨價)
實際

槓桿(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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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008 108 (12.1%) 6.5
64861 103.86 (7.8%) 8.8
^63387 100.38 (4.2%) 11.9

收市價: 96.35

牛

(看好)

^64988 92.38 (4.1%) 16.6
63418 88 (8.7%) 9.3
61039 85 (11.8%) 7.0

銀河娛樂 0027.HK

種類 *編號
收回價

(距離現貨價)
實際

槓桿(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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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170 36.86 (26.2%) 3.1
68824 33.38 (14.3%) 4.4
^66471 32.36 (10.8%) 7.0

收市價: 29.2

牛

(看好)

^60097 26.58 (9.0%) 7.5
65484 24.38 (16.5%) 4.7
63913 22.88 (21.6%) 3.8

中國人壽 2628.HK

種類 *編號
收回價

(距離現貨價)
實際

槓桿(倍)

中國人壽 2628.HK

種類 *編號
收回價

(距離現貨價)
實際

槓桿(倍)

熊

(看淡)

69115 26.16 (24.9%) 3.4
^60114 23.86 (13.9%) 5.6
60480 21.58 (3.0%) 15.9

收市價: 20.95

牛

(看好)

^69752 19.88 (5.1%) 12.0
68758 18.18 (13.2%) 6.5
63920 16.68 (20.4%) 4.1

中國銀行 3988.HK

種類 *編號
收回價

(距離現貨價)
實際

槓桿(倍)

中國銀行 3988.HK

種類 *編號
收回價

(距離現貨價)
實際

槓桿(倍)

熊

(看淡)

69152 4.28 (19.9%) 3.8
68983 4.18 (17.1%) 4.7
^64756 3.96 (10.9%) 6.6

收市價: 3.57

牛

(看好)

^68037 3.28 (8.1%) 9.7
64362 2.95 (17.4%) 5.5
64755 2.76 (22.7%) 3.9

美聯儲9月份議息結果出爐，暫不加息，帶動全球股市上揚。A股亦受惠於此
消息而上漲。截止週五收盤，上證綜指收於3033點，全周升1.1%，深圳成指
收於10609点，升1.5%。內地國慶長假即將來臨，央行近日連續連續進行公
開市場操作投放流動性，來緩解市場資金面緊張。雖然A股本周有所向上突
破，但市場整體觀望氣氛仍然濃重，預期節前仍將維持窄幅波動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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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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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牛

(看好)

67034 10.96 (3.9%) 21.9
61051 10.66 (6.5%) 14.3
63482 10.36 (9.1%) 10.3

南中A50 2822.HK

種類 *編號 行使價 到期日
實際

槓桿(倍)

南中A50 2822.HK

種類 *編號 行使價 到期日
實際

槓桿(倍)

收市價: 11.4

購

(看好) 11721 12.19 270918 5.04



數據截止09月23日

指數類

認股證 行使價(點) 到期日(月/年) 實際槓桿(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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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中企購證13064 10,548 09/17 6.7

恒指購證13098 24,600 03/17 10.7

恒指沽證13099 23,088 03/17 8.0

藍籌類

認股證 行使價(港元) 到期日(月/年) 實際槓桿(倍)

認股證 行使價(港元) 到期日(月/年) 實際槓桿(倍)

港交購證12452 238.8 11/16 12.8

港交沽證13292 202 02/17 5.8

騰訊沽證12729 199.9 01/17 8.2

騰訊購證13191 218.2 01/17 7.1

銀行類

認股證 行使價(港元) 到期日(月/年) 實際槓桿(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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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農行購證12853 3.71 07/17 7.6

工行購證13405 5.08 07/17 6.6

中行購證12619 3.78 07/17 8.4

電訊類

認股證 行使價(港元) 到期日(月/年) 實際槓桿(倍)

認股證 行使價(港元) 到期日(月/年) 實際槓桿(倍)

國信購證11561 4 01/17 6.7

中聯購證24061 9.89 12/17 4.2

中移沽證25621 88.83 06/18 3.8

保險類

認股證 行使價(港元) 到期日(月/年) 實際槓桿(倍)

認股證 行使價(港元) 到期日(月/年) 實際槓桿(倍)

友邦購證11717 55.33 11/16 15.6

平安購證19507 45.975 07/17 6.0

中壽購證13291 23.13 04/17 6.3

交易所買賣基金類

認股證 行使價(港元) 到期日(月/年) 實際槓桿(倍)

認股證 行使價(港元) 到期日(月/年) 實際槓桿(倍)

南中購證11721 12.19 09/18 5.0

A中購證25564 11.02 12/16 16.3

恆H購證24896 103.93 09/18 4.5

酒店娛樂類

認股證 行使價(港元) 到期日(月/年) 實際槓桿(倍)

認股證 行使價(港元) 到期日(月/年) 實際槓桿(倍)

銀河購證13065 30.8 03/17 5.0

金沙購證13066 35.88 03/17 5.7

石油石化類

認股證 行使價(港元) 到期日(月/年) 實際槓桿(倍)

認股證 行使價(港元) 到期日(月/年) 實際槓桿(倍)

中化購證12910 5.68 03/17 7.5

海油購證12312 10 02/17 7.3

汽車類

認股證 行使價(港元) 到期日(月/年) 實際槓桿(倍)

認股證 行使價(港元) 到期日(月/年) 實際槓桿(倍)

比迪購證19931 56.65 12/16 6.8

長汽購證27614 8.67 02/17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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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