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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交易所成功上市（#388），作為創始會員的勝利，

也獲得了港交所資本化的紅利，開啟了勝利的另一個資金來源。

勝利扎根香港風雨同舟50載，經歷了香港金融市場的風雲變

幻。曾經的「魚翅撈飯」，又多少次的金融風暴，現時的百家爭

鳴，有競爭才有進步。這一切都賦予了勝利寶貴的經驗和對資本

市場的深刻理解。

50年的發展，勝利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站在第二個50年的新

起點上，勝利依然是生機勃勃，帶著年輕人的衝勁和動力，蓄勢

待發。我們對最前沿的追求孜孜不倦，面向未來，展開佈局，充

滿幹勁！期望中的百年勝利品牌雛形已現。

有感今天的勝利，是我們朋友客戶多年來的信任和支持的成

果。在第二個50年當中，我們會繼續秉持誠信穩健的價值觀，以

我們的專業和敬業，為我們的朋友兼客戶打造雙贏和財富增值。

我要在此祝福勝利，祝福每一位勝利人生日快樂，健康成長。

同時，我也希望將這個喜悅帶給勝利的每一位朋友客戶，並獻上

我們最衷心的感謝，祝福您們健康快樂，財富滾滾來。

日曆即將翻到5月，香港開始進入初夏。時光荏苒，今年的5

月剛好是勝利50歲的生日。

記得，1971年的5月份，我們前董事長高德泰博士開創了勝

利投資公司（勝利證券的前身），當時選址在中環的興偉大廈7樓，

從此為今天的勝利拉開了序幕，也為勝利奠定了誠信穩健的價值

觀。 繼而 1973 年的股災爆發，恆指由 1,775 點跌到 150 多點，

這90%的恆指跌幅給市場帶來的傷害可想而知。但可幸的是，高

董事長的英明決策讓勝利贏得了第一桶金。

又記得在80年代，電腦還是一個新鮮的名詞。勝利在 1984

年安裝了一部龐然大物般的電腦，可以自動印出買賣單據和支票；

電腦帶走了打字機「滴答滴答」列印買賣單據的聲音，也省卻了

人手寫支票的痛苦。接踵而來的是 1989年股災，香港券商出現客

戶保證金危機。勝利穩健的風控，讓我們遊刃有餘，高董事長轉

危為機，勝利贏得了信譽和第二桶金。

我本人於 1990年加入勝利，剛好是四會合併（當時的四個交

易所合併成今天的聯合交易所）後推出中央結算入場的年代。繼

而迎來了聯交所一系列的更新換代，中央結算結束了股票交收員

「周街跑」的境況，也為每一個券商收市後「啪啪」的列印聲劃

上一個句號。Auto-matching的交易系統也將「人肉報價板」送

下歷史舞台。

Message from our CEO
勝利證券CEO高鵑

“Our Vision

Our Values

Our Vi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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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股允許在持續交易時段外進行盤前和盤後交易，盤前和盤

後的委托單將會被提交到交易所進行對盤撮合。納斯達克具有專

門的盤前和盤後交易時段，而勝利的交易平台規定如下︰

最近歐美股市的沽空率下跌，對於後市走勢利好，經濟數據

預期通脹率上升，有機會提振一些具有高定價能力公司的股價，

可多關注電子遊戲開發的電訊股或日用品生產的零售及消費股。

目前很多投資者傾向選擇美股市場作投資，原因主要是可以

T+0交易，即當天買入的股票可以當天賣出，而且沒有漲跌停限

制，流動性非常好，資金能夠快速周轉，避免隔夜風險，更可捕

捉每個投資機遇。同時，交易美股並不需要繳納印花稅，只需向

券商交付佣金及交易費。

除了正常交易時段外，美股亦允許盤前和盤後交易，交易時

間將延長至白天。勝利證券為了方便美股投資者，早已推出美股

盤前和盤後交易時段，使投資者在亞洲時區可以隨時進行交易，

不用熬夜，更可捕捉美股盤前和盤後先機！

業務聚焦—延長美股交易時段 助您捕捉投資機遇

美股盤前盤後交易時段

美股盤前交易時段：04:00-9:30

夏令時香港時間為16:00-21:30

冬令時香港時間為17:00-22:30

美股盤後交易時段：16:00-20:00

夏令時香港時間為4:00-8:00

冬令時香港時間為5:00-9:00

美股半日市盤後交易時段：13:00-17:00

夏令時香港時間為1:00-5:00

冬令時香港時間為2:00-6:00

持續交易時段

美股持續交易時段為美國東部時間：

周一至周五 9:30-16:00

美國夏令（ 3月至11月）為香港時間21:30-4:00

美國冬令（ 11月至次年3月）為香港時間22:30-5:00

交易規則

美股支持T+0交易制度，當天買入的股票可以當天賣出。投

資者如在買入股票後發現判斷失誤，可以及時賣出，避免風

險和損失加大。

有別於A股，美股和港股都沒有單日漲跌幅限制，因此投資

者需要自行控制其可承擔風險。

有別於A股和港股，美股是沒有「手」的概念，最小交易單

位為1股。

當日交易時段結束後，客戶可以提交下一個交易日的訂單委

托。訂單會暫存在證券公司交易系統內，在開市後正式提交

到交易所。這些訂單被稱為隔夜掛單或預埋單。隔夜掛單跟

普通下單的流程一致，只是下的訂單將處於「等待提交」的

狀態。

在美國交易所交易的證券標準結算時間為 2個交易日

（T+2）。

備註︰投資者應注意投資涉及風險和證券價格有時可能會非常波動。證券價格可升亦可跌，

甚至變成毫無價值。買賣證券未必一定能夠賺取利潤，反而可能會招致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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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市行情淺談

保利物業（6049.HK）: 中國一家規模領先、具有央企背景的

物業管理服務綜合運營商。2021年物業管理行業將迎來發展的黃

金機遇期。地產後時代，住宅、商業、公共設施等都將會有規範

的物管公司管理，物業公司管理面積有望持續增加，確定性強；

同時，國家給物管公司發放養老、健康服務、托兒、教育服務等

牌照，令物業公司增值服務有所保障。

個股推薦

同時保利物業背靠母公司保利地產，後續依然會有在管面積

的增長，而管理層亦制定未來三年收入複合增長30%的目標，並

預期盈利可複合增長20%至30%。公司市值/在管面積、市值/合

約面積的兩大指標遠低於同規模的其他企業。經過綜合考慮，給

予「推薦」評級。

展望五月份，有較多利空消息需要消化，預計五月份大市走

勢偏謹慎。

印度疫情大爆發，且出現雙重突變病毒，導致全球開始升級

防疫措施，影響經濟復蘇與後市信心；因供應鏈問題與材料短缺，

中國與美國的四月份製造業PMI數據均出現回落且不及預期，疊

加通脹上升等因素，令市場憂慮經濟前景與企業業績走勢；為應

對通脹上升與資產泡沫等問題，美聯儲與歐央行官員均開始公開

討論疫苗接種到一定數量後將縮減QE，令市場炒作氣氛趨於謹

慎。

策略上，尋找結構性行業機會，可關注受益於疫情緊張而需

求上升且調整充分的醫療行業，行業高增長且業績確定性高的物

業管理行業，全球持續擴產的新能源汽車電池與光伏材料行業，

受益於晶片供給短缺的半導體板塊以及受益於原油價格上漲且估

值合理的石油化工行業。

各類指 數 03月31日 04月30日 升跌百分比

恒 生 指 數 28,378.35 28,724.88 +1.22%

金 融 類 39,135.72 39,333.97 +0.51%

公 用 類 48,873.50 49,860.40 +2.02%

地 產 類 35,457.60 35,327.71 -0.37%

工 商 類 17,724.16 18,093.44 +2.08%

國 企 類 10,972.04 10,825.25 -1.34%

科 技 類 8,183.80 8,313.18 +1.58%

問：何時才知悉新股認購結果及退款情況？

答：新股認購結果會於新股上市前一個工作天公佈，當天亦

會完成相關退款。客戶可在當天下午登入賬戶查看，若賬戶顯示

未持有該新股，即表示認購失敗；同時客戶會收到本公司所發出

的短信通知認購結果。

常見問題

問：新股有沒有暗盤交易？

答：勝利提供暗盤交易服務，在新股公佈認購結果當天（即正

式上市前一個工作天），客戶可於下午16:15至18:00，致電本公

司交易部熱線(852) 2525 2437或 (86) 147 1501 7408，進行暗盤

交易。

*注︰暗盤交易只適用於致電勝利證券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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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行動 / 股息分派（已代客戶存入銀行、股票帳戶或已寄出支票）

日期 股份代號 債券代號 紅股 合股 / 拆股 供股

2021-04-07 02333. 08130 BHKD00140

2021-04-08 NS8U

2021-04-09 00799. 00808. JNJ
HK0000334083. 
NEWWOR4.75

2021-04-12 BHKD00141

2021-04-13 00023 CATHAY3.38

2021-04-14 01047 08063 (10 合 1)

2021-04-15
00635. 02030. 02638. 

MSFT. VNQ

2021-04-16 00659 01638 (7 供 1) 02910

2021-04-19 00017

2021-04-20 00752. FANH

2021-04-22 00083 BUSD03668 08080 (5 供 1) 44049

2021-04-23 BHKD00093

2021-04-26 01997 01808 (2 供 1) 02907

2021-04-27 00028. 08195 00499 (1 供 1) 02913

2021-04-28 00029

2021-04-29 00004. 83199

2021-04-30 00665
BHKD00121. 
SUNHUN2.55

勝利證券網上開戶程序簡單快捷，不受地域限制，

隨時隨地，輕鬆開啟您的財富之路！只需掃描此

二維碼，便可極速完成開戶程序！

只需設立及透過「簡易直接付款授權」(sDDA)功能，

便能隨時隨地、按所需情況直接及實時把資金轉存

至證券帳戶。立即掃描二維碼了解更多關於設定及

啟動sDDA功能程序，助您輕鬆轉賬！

免責聲明：本月報之內容僅供參考，並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本公司對所提供的財經資訊已力求準確，但對其中全部或部分內容的準確性、完整性或有效性，不承擔任何責任或提供任
何形式之保證。如有錯失遺漏，本公司恕不負責。另請注意證券價格可升可跌，投資者應自行承擔投資風險。

股息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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