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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主要股市上日表现 

 收市价 
升跌（%） 

单日 年内 

恒生指数 20,174  2.06 -13.78 

恒生国企 6,880  2.12 -16.47 

恒生科技 4,381  3.18 -22.74 

上证综指 3,189  0.80 -12.38 

深证综指 2,135  0.86 -15.60 

深圳创业板 2,641  0.45 -20.52 

美国道琼斯 32,727  -0.26 -9.94 

美国标普 500 4,152  -0.08 -12.89 

美国纳斯达克 12,721  0.41 -18.69 

德国 DAX 13,663  0.55 -13.99 

法国 CAC 6,513  0.64 -8.94 

英国富时 100 7,448  0.03 0.86 

日本日经 225 27,932  0.69 -2.99 

澳洲 ASX 200 6,975  -0.01 -6.31 

台湾加权 14,702  -0.51 -19.30 

资料来源：彭博 

 
 
港股分类指数上日表现 

 收市价 
升/跌（%） 

单日 年内 

恒生金融 31,614  1.46 -6.66 

恒生工商业 11,440  2.70 -18.26 

恒生地产 25,181  1.20 -14.87 

恒生公用事业 42,505  0.18 -16.14 

资料来源：彭博 

 
 
沪港通及深港通上日耗用额度 

 亿元人民币 

沪港通 (南下) 8.50 

深港通 (南下) 11.76 

沪港通 (北上) -0.64 

深港通 (北上) -8.31 

资料来源：彭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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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股速评 

 阿里巴巴 (BABA US) - 电商触底回升，憧憬边际改善。阿里巴巴 1QFY23

业绩好于预期，收入/调整后净利润同比+0 %/-30 %，比预期高 1%/6%。
中国电商业务同比下降 1%，其中 CMR 同比下降 10%（广告较有韧性，
但佣金受疫情影响），货币化率有所降低。我们认为此次业绩向好，在于
GMV复苏态势好于预期（7月 GMV相比 6月持续改善），同时降本增效
凸显。我们预计，如疫情不再恶化，CMR将在 2HFY23E实现正增长。淘
菜菜和淘特亏损有望进一步缩窄，本地服务的 UE 将提升。云计算疲软
（1QFY23同比增长 10%）已被市场预期，同时我们认为 2H22增速放缓
的指引尚可接受。我们小幅上调 22-24 财年盈利预测 0-1%，以反映更好
的成本控制，目标价为 151.0 美元。鉴于其吸引的估值和复苏向好趋势，
建议逢低买入。 

 
 

招银国际环球市场焦点股份 

 
资料来源：彭博、招银国际环球市场研究 (截至 2022年 8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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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银国际环球市场上日股票交易方块 – 4/8/2022 

 

板块 (交易额占比, 交易额买卖比例) 

 
注： 

1. “交易额占比”指该板块交易额占所有股份交易额之比例 

2. 绿色代表当日买入股票金额≧总买卖金额的 55% 

3. 黄色代表当日买入股票金额占总买卖金额比例>45%且<55% 

4. 红色代表当日买入股票金额≦总买卖金额的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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