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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君安視野

 恒指上週五開市升26點至27935點，暫穩守250天線。恒指走勢反覆
向上，尾市收報27949點，升40點。  

 騰訊(0700) 開市微升，於385元水平上落。股價收報385.8元，升
0.052%。可留意騰訊購19985 騰訊沽17286  

國泰君安輪證焦點

阿里購 18946
行使價:258.8
實際槓桿:6.5 倍
到期日:2020年10月06日

阿里沽 18951
行使價:178.88
實際槓桿:6.2 倍
到期日:2020年08月04日

騰訊購 19985
行使價:430.5
實際槓桿:8.3 倍
到期日:2020年07月28日

騰訊沽 17286
行使價:336.08
實際槓桿:9.0 倍
到期日:2020年07月02日

http://gj-warrants.com.hk/
mailto:warrants@gtja.com.hk
https://warrants.gtjai.com/tc/warrant/warrant-terms/code/18946/promotion/1
https://warrants.gtjai.com/tc/warrant/warrant-terms/code/18951/promotion/1
https://warrants.gtjai.com/tc/warrant/warrant-terms/code/19985/promotion/1
https://warrants.gtjai.com/tc/warrant/warrant-terms/code/17286/promotion/1


五大認股證資金流入/流出

恒指牛熊證街貨分佈圖



認股證

 

代號代號 名稱名稱 購購 /沽沽 行使價行使價 到期日到期日 實際槓桿實際槓桿 引伸波幅引伸波幅

17298 滙豐國君A7月CW20 購 63.8 2020年07月10日 14.1 倍 20.2%

17300 滙豐國君A7月PW20 沽 53.8 2020年07月06日 11.0 倍 20.0%

17290 港交國君A6月CW20 購 274.8 2020年06月09日 7.6 倍 30.6%

17297 港交國君A10月PW20 沽 209 2020年10月13日 7.6 倍 28.3%

20588 港交國君A12月CW20 購 289.08 2020年12月24日 5.7 倍 29.1%

13638 騰訊國君A4月CW20 購 340 2020年04月02日 6.8 倍 26.6%

13639 騰訊國君A3月CW20 購 365.88 2020年03月02日 12.3 倍 23.2%

13640 騰訊國君B3月PW20 沽 335.88 2020年03月25日 18.8 倍 26.6%

15959 騰訊國君A5月CW20 購 393 2020年05月05日 9.1 倍 28.3%

17277 騰訊國君B4月CW20 購 461.08 2020年04月23日 13.8 倍 30.1%

17286 騰訊國君A7月PW20 沽 336.08 2020年07月02日 9.0 倍 27.9%

19985 騰訊國君A7月CW20 購 430.5 2020年07月28日 8.3 倍 28.1%

17308 友邦國君A4月CW20 購 91.88 2020年04月02日 15.0 倍 27.9%

17309 友邦國君A6月PW20 沽 75 2020年06月05日 8.9 倍 28.4%

14615 平安國君A3月CW20 購 100.11 2020年03月31日 16.6 倍 22.7%

14616 平安國君A5月PW20 沽 83.83 2020年05月28日 12.0 倍 25.0%

20586 平安國君A6月CW20 購 110.05 2020年06月24日 10.8 倍 27.7%

17304 中壽國君A7月CW20 購 24 2020年07月06日 9.2 倍 31.5%

17307 中壽國君A5月PW20 沽 19 2020年05月12日 8.0 倍 33.0%

14618 美團國君A5月CW20 購 106.88 2020年05月29日 6.3 倍 39.2%

14620 美團國君A7月CW20 購 120.1 2020年07月28日 6.2 倍 38.4%

13642 阿里國君A6月CW20 購 173 2020年06月26日 4.2 倍 29.5%

13646 阿里國君A5月CW20 購 202 2020年05月28日 6.7 倍 28.2%

13648 阿里國君A11月CW20 購 190 2020年11月16日 4.2 倍 28.8%

13847 阿里國君A10月CW20 購 210 2020年10月13日 5.2 倍 28.9%

17747 阿里國君A7月CW20 購 233.88 2020年07月06日 6.9 倍 33.4%

18946 阿里國君B10月CW20 購 258.8 2020年10月06日 6.5 倍 32.7%

18951 阿里國君A8月PW20 沽 178.88 2020年08月04日 6.2 倍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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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熊證

 代號代號 名稱名稱 牛牛 /熊熊 收回價收回價 到期日到期日 槓桿比率槓桿比率 換股比率換股比率  

資訊由 財經智珠網 提供 最後更新時間 : 2020-01-24 16:35

 

本網站資料由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持牌人國泰君安證券（香港）有限公司（CE Reference: “ABY236”,「國泰君安」）發出，惟
並不代表本網站之內容已獲證監會認可。本網站的任何內容僅供參考，並不構成對任何投資買賣證券或金融産品（包括本網站所述在交易所上市的

認股權證、牛熊證或其他結構性産品）的要約、招攬或邀請、誘使、申述、建議或推薦。過往的表現並非未來表現的指標。

如進入網站，表示閣下確認於進入本網站之時爲香港合法居民，並代表確認閣下並非美籍人士（定義見美國1933年證券法規則S）。國泰君安對於就
合法居住的國家地點提供虛假聲明的個人或實體獲分發或提供資訊及資料概不承擔任何責任。香港境外居住的人仕不得使用或倚賴本網站的資料

或按該等資料行事。

結構性産品如認股證及/或牛熊證的價格可跌可升，且其價值可在到期時或到期前變成毫無價值，因而引致投資全盤損失。謹請注意，牛熊證設有強
制收回機制，因此有可能提早終止，在此情況下（i）N類牛熊證投資者會損失於牛熊證的全部投資；而（ii）R類牛熊證之剩餘價值則可能爲零。此外，
由國泰君安或其聯屬公司所發行的結構性産品是沒有相應擔保，投資者應當自行留意發行商的信譽可靠性及償債能力，以判斷發行商是否有能力

履行其所發行的結構性産品內應負之責任和義務。

本產品並無抵押品，如發行人無力償債或違約，投資者可能無法收回部份或全部應收款項。本產品為複雜產品，投資前，投資者應仔細參閱認股證

及/或牛熊證的有關上市文件（及任何該文件之附錄）及有關補充上市文件所載的詳情（包括風險因素），充份瞭解産品的性質及風險，考慮投資是否
適合閣下的個別情況，如有需要，應諮詢其法律、財務、稅務、會計及其他專業顧問。

國泰君安是認股證及/或牛熊證之唯一流通量提供者及買賣報價者。國泰君安及其聯屬公司（統稱「國泰君安國際」）對認股證及/或牛熊證之流通量
概不作任何聲明或保證。國泰君安國際努力確保所提供資料的正確性和可靠性，惟國泰君安國際並不能保證該等資料的完整性、可靠性及準確性，

故此國泰君安國際不對任何資料的不準確或遺漏而引致的損失或損害負責。

國泰君安國際為一間提供全方位服務及一間從事多種證券交易及經紀活動的證券公司，並且向廣大客戶提供投資銀行、資產管理、融資、財務顧問

服務。因此，國泰君安國際可能就閣下向我們購入的證券從中潛在利益衝突。尤其是國泰君安國際可能就交易所買賣基金的股份作為認可參與者或

參與證券商，作為交易所買賣基金股份的莊家或大宗股票承購人，對交易所買賣基金的組建作出注資，並可能於交易所買賣基金的股份中擁有重大

權益。該等活動可能對閣下可能購入的證券表現造成負面影響。國泰君安國際的活動可能為其帶來豐厚回報，同時令交易所買賣基金的股份價值下

跌。

國泰君安國際不論作爲自營買賣商、代理人或莊家，可能持有自營買賣倉盤，並可能於結構性産品持有好倉或淡倉或其他權益，並可能隨時在公開

市場上或以其他方式購買及/或出售結構性産品。國泰君安國際可能涉及其他財務、投資及專業活動例如為結構性産品相關股份的公司提供意見或
貸款或參與該公司的責任承保或重組，該等活動可能引發有關證券或結構性産品（即本網站的主題）的利益或利益衝突。

本網站之內容受版權法保護。此等資料未經國泰君安國際事前書面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複製、傳送、傳播、出售、分發、出版、傳閱、或其它任何商

業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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