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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交易服務 12 月指數報告 

      

   中華證券交易服務有限公司    2019年 1月 18日刊 

摘要 

 中港中概股藍籌指數中華 120（CES120）全年下跌 16.8%，與純 A 股大盤標的相比表

現仍較佳 

 中美貿易摩擦令半導體行業首當其衝，中華半導體行業指數（CESCSC）全年跌逾四成 

 防守性板塊展現抗跌力，中華港股通高息低波指數（CESYLV）全年僅錄單位數跌幅，

大幅跑贏港股大盤股指 

 美聯儲持續加息，衝擊環球股債商匯市場 

 不同投票權架構公司擬 2019 年中納入港股通 

 香港及中國證監會簽署協議，加強互聯互通機制下的信息交換 

 中華交易服務推出陸股通行業龍頭、港股通護城河及價值指數 

一. 中華交易服務指數表現 

受累於加息週期和中美貿

易摩擦影響逐漸呈現，2018 年環

球股市普遍受挫，多隻股票指數

錄得跌幅。中港中概股藍籌指數

中華 120（CES120）全年下跌

16.8%，但與純 A 股大盤標的跌

逾兩成相比，表現仍較佳。 

互聯互通市場方面，據統計，

截至 12 月 28 日收盤，滬深股通

（北向交易）的全年累計資金淨

流入為 2,942 億元人民幣，而港

股通（南向交易）的全年累計資

金淨流入約為 827 億港元，北向

資金首次超越南向資金。此資金流向趨勢值得投資者繼續關注。 

行業板塊個別發展。在中美貿易摩擦下，半導體行業首當其衝，中國半導體行業基準中華

指數點 月漲跌幅 月波動率
風險調整收益

比率
年漲跌幅

中華房地產信託基金 3,462.09    1.4% 1.8% 0.74 -3.4%

中華港股通高息低波 2,994.95    -2.4% 3.1% -0.76 -6.8%

中華港股通優選50 2,818.81    -3.1% 4.7% -0.65 -14.5%

中華港股通精選100 5,110.46    -2.6% 4.7% -0.56 -14.7%

中華香港內地 6,961.30    -4.6% 5.0% -0.92 -15.0%

中華港股通價值指數 3,802.89    -3.6% 6.6% -0.55 -15.2%

中華預期高股息 3,319.32    -3.0% 5.4% -0.56 -15.9%

中華120 5,659.03    -5.1% 4.0% -1.28 -16.8%

中華滬深港300 3,870.34    -4.4% 3.8% -1.15 -16.8%

中華A80 6,066.59    -6.5% 4.1% -1.60 -22.1%

中華香港生物科技 4,599.82    -12.1% 11.6% -1.04 -22.4%

中華港股通護城河指數 3,018.89    -5.9% 6.4% -0.91 -22.7%

中華陸股通行業龍頭指數 3,197.55    -3.8% 5.5% -0.68 -24.1%

中華280 4,920.55    -5.3% 4.2% -1.26 -26.2%

中華博彩指數 4,565.97    0.1% 6.9% 0.01 -26.3%

中華民企指數 4,835.64    -7.0% 5.2% -1.34 -26.4%

中華一帶一路 1,382.38    -3.5% 4.1% -0.84 -26.5%

中華創新生物科技 6,140.34    -16.4% 10.5% -1.56 -26.7%

中華港股通泛休閒娛樂 3,156.55    -0.3% 6.4% -0.05 -27.6%

中華半導體行業 2,848.27    -7.7% 6.5% -1.18 -41.7%

數據源：中華交易服務及萬得資訊,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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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導體行業指數（CESCSC）全年累跌逾四成，為表現最差的行業指數。醫藥板塊受疫苗事件

和降價憂慮影響，估值回調，中華香港生物科技指數（CESHKB）全年挫 22.4%。 

大市表現縱然欠佳，但反映防守性板塊表現的中華港股通高息低波指數（CESYLV）全年

僅錄得單位數跌幅，大幅跑贏港股大盤股票指數，足以證明分散投資和風險控制的重要性。 

二. 環球股指動態 

2018 年中美貿易摩擦主導投資情緒，衝擊

環球股債商匯市場。中美兩國股市受壓，滬深

300 指數年內下跌 25.3%，標普 500 指數亦自 9

月歷史高位急挫 16%，年內下跌 6.2%。貿易摩

擦蔓延引發投資者對環球經濟放緩的憂慮，環

球主要股市分別遭受不同程度沽售壓力。 

美國聯儲局持續加息及美元指數強勢，導

致新興市場資金流出，進一步拖累其股市表現。

深證成指下跌 34.4%，成主要市場中表現最差

的股市。不過，受惠國家經濟增長提速，印度

SENSEX 指數上升 5.9%，為表現最好股市。 

  聯儲局持續加息亦導致新興市場貨幣遭受

沽壓，多個新興市場陷入匯率危機。MCSI 新興

市場貨幣指數下跌 3.8%，阿根廷、土耳其、俄

羅斯、巴西及印度的貨幣跌幅最大，分別下跌

51%、28%、17%、15%及 8.5%。新興市場資金

流出拖累股市表現，MSCI 新興市場指數全年下

跌 16.6%。 

三. 中國離岸投資市場動向 

不同投票權架構公司擬 2019 年中納入港股通 

  香港交易所與滬深交易所聯合公布，已就

不同投票權架構公司納入港股通合資格股票範

圍達成共識。三所將在制訂相關規則後向市場

公布，預計將於 2019 年年中生效。市場相信，

不同投票權架構公司獲納入港股通後，將可吸

引更多企業申請以此形式來港上市。 

國家 2018 2019

印度 7.3 7.4

中國 6.6 6.2

印尼 5.1 5.1

土耳其 3.5 0.4

澳洲 3.2 2.8

美國 2.9 2.5

南韓 2.8 2.6

墨西哥 2.2 2.5

沙特阿拉伯 2.2 2.4

歐盟 2.2 2

加拿大 2.1 2

德國 1.9 1.9

俄羅斯 1.7 1.8

法國 1.6 1.6

英國 1.4 1.5

巴西 1.4 2.4

義大利 1.2 1

日本 1.1 0.9

南非 0.8 1.4

阿根廷 -2.6 -1.6

資料來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2018年10月）

G20經濟增長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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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及中國證監會簽署協議，加強互聯互通機制下的信息交換 

中港兩地證監會簽署協定，加強兩地股票互聯互通機制下的信息共用。在兩地監管機構共

同推動下，滬深港通北向交易的投資者識別碼模式已於去年 9 月 26 日實施，南向通的投資者

識別碼模式則計劃於 2019 年首季末前推出。制度有助於在互聯互通機制下加強市場監察，並

打擊跨境市場失當行為。 

中華交易服務推出陸股通行業龍頭、港股通護城河及價值指數 

中華交易服務公司於 2018 年 12 月推出了三條全新指數，包括中華陸股通行業龍頭、中華

港股通護城河及中華港股通價值指數。 

中華陸股通行業龍頭指數成份股為滬深股通合資格名單內選出的 50 隻股票，旨在追蹤互

聯互通 A 股細分市場中最頂尖的行業龍頭股票表現；中華港股通護城河指數追蹤擁有經濟護

城河、擁有對手難以複製的競爭優勢、同時為股東創造價值的優秀企業之表現；中華港股通價

值指數則為策略指數，以預期市盈率為標準，追蹤港股通合資格股票名單內低估值股票之表

現。 

中華交易服務公司將繼續和業務夥伴緊密合作，滿足資產管理產品發行商的需求，並致力

為市場提供更多元化的投資選擇。 

中華證券交易服務有限公司                                                                               撰稿人：指數發展部 

香港中環康樂廣場 8 號交易廣場二期 9 樓 906-908 室                                                         電話：+852 2803 8200 

http://www.cesc.com                                                                                  電郵：cescinfo@ces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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