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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上破需更大動能
幸騰訊短期低位已見

面對經濟下行壓力和地緣政治風
險，各大央行都開始轉變態度，新
西蘭、澳洲、智利和印度等央行已
經開啟減息大門，美國聯儲局減息
預期亦加速升溫，市場憧憬各大央
行將行動起來刺激經濟，加上美國
取消向墨西哥徵稅，股市獲得支
持，刺激美股在上周反彈，港股近
日亦造好。
恒指周一以陽燭收市，重上 10 天線、
20 天線及 200 天線，補回部分 5 月 23 日
出現的下跌裂口。MACD 快慢線正差距
擴闊，走勢改善，美中不足是成交金額
不足，港股上破需更大動能。
個股方面，藍籌股差不多全線上升，其中騰訊(700)
股價拾級而上，公司早前推出的 「吃雞」遊戲吸金力
強。調查機構資料顯示，撇除中國安卓平台，騰訊旗
下手遊《PUBG Mobile》及《和平精英》5 月份收入
按月增 126%達 1.46 億美元，兩個版本的遊戲合計成為
蘋果公司及安卓平台全球手機營收之首，而第二位則
是其旗下另一遊戲《王者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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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好騰訊遊戲收入
國家廣電總局更新 2019 年進口網絡遊戲審批信息，
獲批版號的網絡遊戲包括騰訊代理的《一人之下》及
《星途》，還有網易的《逆水寒》 及《網易武魂：
花與劍》。騰訊代理的《一人之下》及《星途》，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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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為同名超人氣內地漫畫改編的遊戲，主要講述一個
道教文化背景下的奇幻故事，後者則是以育成明星類
為主題的遊戲。
筆者認為，隨遊戲陸續獲批，相信可進一步帶動
集團遊戲業務收入增長。另外，在金融科技及商業服
務方面，預期將會呈較快增長，獨特的定位有望成為
下一個推動毛利率的業務。

6月4日

走勢上，騰訊上月底跌至 316.8 元的低位反彈，近
日 14 日 RSI（相對強弱指數）動力增強，可確認短線
低位已見，而大行亦看好騰訊前景，其中匯證發表報
告，將騰訊目標價上調至 466 元，相當於 2019 年經調
整預測市盈率 28 倍，較同業的 21 倍存在溢價，維持
「買入」評級。
日發證券副總裁 孫瀚斌
(逢周三刊出)

油價乏好消息或跌穿 50 美元
環球央行及美國聯儲局新一輪寬鬆貨
幣政策開始醞釀，澳洲央行和印度央行
按劇本減息之外，市場對聯儲局減息預
期大幅上升。上周聯儲局主席鮑威爾表
示，目前並不清楚中美貿易戰將如何發展及何時結
束，聯儲局會密切留意貿易戰的影響，並在需要的時
候採取適當行動。有多位聯儲局官員亦表示對低通脹
率的擔憂，聖路易聯儲銀行主席布拉德更直接表示，
聯儲局可能很快會減息。過去一星期聯儲局官員態度
的變化，令市場對今年聯儲局減息預期上升，美元從
高位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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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幣走勢取決於美元及貿戰
上周六人行行長易綱接受彭博訪問時指出，如果中
美貿易戰加劇，中國有空間調整貨幣政策。中國無論
在利率、存款準備金率、財政及貨幣政策工具，都有
巨大空間進行調節。有信心人民幣未來會在平衡水平
持續穩定，而人民幣具有彈性，利好中國經濟以至全
球經濟，可為經濟提供自動的穩定性。管理預期做
足，看來人民幣破 7 算也不會有太大衝擊。幸好美國

（美元
美元//桶）

7 月原油期貨走勢

65
60
55

昨日曾報 53.9 美元
1月

2月

3月

非農新增職位數據差，減息預期升溫，美元從高位回
落。中美立場強硬，貿易戰進展難言樂觀，人民幣未
來走向取決於美元及貿易戰進展。
近期油價大幅波動，兩星期內跌 9.4 美元，中美貿
易戰仍未解決，庫存高企需求疲弱，減產限期快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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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俄羅斯及油組是否延長減產拹議事關重要，若未
能達成協議，油價可能急跌；油價短期若沒有好消息
支持的話，小心跌穿每桶 50 美元心理關口。
新城晉峰金融集團國際業務總監 文錦輝
(逢周三刊出)

特朗普靠減息力挽狂瀾？
到超市購物，不難發現物價已靜俏俏
上升，弱美元令港元的購買力不斷下
降，當前除國貨外，進口商品漲價情況
相當明顯。在這種隱形通脹情況下，期
望樓價下跌是奢望。
美國公布 5 月份新增非農業就業人數為 7.5 萬人，這

股金
期談

是近三個月以來的新低水平，遠遠低於預期的 17.5 萬
人。回看 4 月份公布的亮麗數字，真令人感到相當困
惑。這個數據公布後，市場認為美國經濟已經出現問
題，加息已沒有可能，減息機會就在眼前。作為沒有
收益、只有避險功能的黃金，價格迅速在高位再度上
漲。若減息消息持續，黃金價格後市仍有上升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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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的就業數據公布後，美國股市三大指數即大漲超
過 1%，道指急速借勢向上衝破 26000 點，但可惜港股
市場底氣不足，受惠不多，仍然是觀望市，股份個別
發展。

中美貿易摩擦近月急速升溫，令全球
經濟展望和投資氣氛轉弱，本港股市在
剛過去的 5 月份下跌約 9%，是去年 10
月環球股市大幅調整以來的最大跌幅。
而經濟數據亦反映本港面臨的挑戰正逐步增加，剛
公布的 4 月份零售銷售貨值跌 4.5%，是連續第三個
月回落，當中珠寶、鐘表及電器的銷售跌幅更超過
10% 。 此 外 ， 本 港 的 整 體 出 口 更 是 連 續 六 個 月 下
跌，4 月份的跌幅為 2.6%。兩組數字都呈現連月回
落的趨勢，由此可見，香港經濟已無可避免地受到
波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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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經濟表現勝預期
今年初市場普遍預期中美貿易談判能取得正面成
果，其所帶動較為良好的投資氣氛，已幾近被完全
扭轉。國基會(IMF)在 4 月份進一步調低對環球經濟
增長預測至 3.3%，這是 2009 年以來最低的增幅，經
合組織(OECD)及聯合國最近亦分別調低對全球經濟
增長的預測。雖然這些預測仍然普遍假設環球經濟
增長在上半年表現疲弱後，有望在下半年有所改
善，不過，觀乎美國近期對來自中國進口貨品加徵
額外關稅，以及針對中國科技企業的連串行動，以
至中國因而提出反制措施等，可以預期中美貿易摩
擦短期內難以得到解決的風險正不斷增加，市場對
經濟前景的看法亦正轉趨負面。近日投資者瘋搶國
債的行為，正正反映市場規避風險情緒高漲。
儘管如此，內地經濟第一季表現較預期理想，按
年實質增長 6.4%，與去年第四季持平，主要數據亦
顯示整體經濟表現首四個月合計大致保持平穩。雖
然環球經濟狀況及中美貿易摩擦的情況令人憂慮，
但內地經濟的基本面強韌，加上當局過去已推出一
系列宏觀政策，涵蓋財政、貨幣及就業等多個範
疇，有助今年經濟增長能達 6%至 6.5%的目標。
然而，中美貿易戰目前來看還會持續很久，不排
除短期內人民幣的下跌壓力不減。值得注意的是，
對於近來市場關心的人民幣兌美元是否會跌破 7，以
及人民幣匯率是否有紅線的問題時，中國人民銀行
行長易綱表示： 「我不認為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不認為某個具體數字會比另一個更加重要。」而他
的這番表態和之前中國央行前行長周小川對於人民
幣匯率是否會破 7 的說法頗有異曲同工之意。受易
綱言論影響，離岸人民幣兌美元 7 日最多曾大跌近
400 點，一度跌破 6.96 關口，跌幅至少為 5 月 31 日以
來最大。
貨幣政策方面，美國周五公布的 5 月份非農業就
業數據遠遜預期，新增職位較市場預測下限少超過
一半，工資增速減慢，令市場憧憬美國今年內將減
息的預期。事實上，除美國外，多個經濟體均有衰
退風險，相信市場押注各國貨幣政策寬鬆將會是下
半年炒作的主題，惟貿易戰以至地區政經風險變數
頗大，加上美國總統特朗普難以捉摸的外交手段，
投資市場仍難言會有好表現。不過，目前中國已放
鬆財政和貨幣政策，也許為風險資產價格提供支
撐，故投資者可考慮抓緊機會，在波動引發跌市之
下趁低吸納。

本周策略
上周美匯指數顯著回落，由高位 97.80 水平開始
下跌，更跌破 96.80 這重要支持，最低見 96.45，收
報 96.54 水平，主要由於美國聯儲局主席鮑威爾表
示，會採取適當行動回應貿易緊張等風險，市場解
讀為對減息持開放態度，加上美國 5 月非農就業人
數只增加 7.5 萬，大幅不及預期，而工資增長按年只
有 3.1%，亦比預期為差，市場認為美國經濟活動放
慢，已經蔓延至勞工市場，令聯儲局今年減息的機
會繼續升溫。今日美國將公布消費者物價指數，如
果通脹數據仍然疲弱，市場將進一步炒作美聯儲短
期內需要減息。由於美匯指數已跌破 96.80 這重要
支持，料美元將呈現沽壓。技術上，上方阻力為
97.20 水平，下方支持分別為 96.20 及 95.80 水平，
本周預期美匯指數將在 95.80 至 97.20 水平上落。
招商永隆銀行司庫 蕭啟洪
(逢周三刊出)

一步錯步步錯
近日市場對美國 6 月份降息的概率預測已經從
16.7%，上升到了 27.5%，因此美國聯儲局在本月減息
是有可能的，股市亢奮是合理的，影響所及，香港樓
價更難下跌。
若參考美國聯邦基金利率期貨表現作為評估基礎，
聯儲局 7 月份降息的機率高達 85.2%，這暗示美聯儲
局在 7 月份降息已經毋庸置疑，剩下的論點就是減息
幅度：是 25 點子還是大殺傷力的 50 點子。以上對息
口已減無可減的日圓來說，是致命的創傷，日本經濟
想復穌，又再次變得遙不可及。
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台後，一心想重振美國製造業以
提升個人聲望，打美國優先的口號前進，對抗全球
自由貿易，結果美國的跨國公司在中國的業務大受影
響，更難借力中國賺錢。
牛皮吹大了就會破，特朗
普早前大吹美國經濟環境
非常好，不幸在短期內被
打臉，美國的新增非農就
業數據飛出一隻大黑天
鵝。早前美國全面封殺華
為，突然又放風給予寬鬆
時間，已證明政策失敗。
美建證券貴金屬研究部
杜普櫟
（逢周三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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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
花旗：融創為行業首選
花旗指，融創中國(1918)為行業價值首選股，予目
標價 60 元，評級 「買入」。該行認為，今年上半年
公司表現強勁，認為是過去努力後進入收成階段，
並將 2017/18 年強勁的銷售增長轉化為盈利，加上預
期公司 7 月有機會發盈喜，料上半年盈利將按年增
30%或以上，考慮到公司有達 5800 億元人民幣的未
入帳銷售，或將帶動市場調升其盈利預測。由於公
司有大部分項目在下半年推出，料銷售勢頭自 6 月起
將加強。

大摩予金山軟件「與大市同步」評級

股票简称：大名城、大名城 B

编号：2019-047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部分归还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9 年 6 月 11 日，公司已将其中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3000 万元归还至公司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通知了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具体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刊登的公司临时公告 2019-047 号《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部分归还的公告》。）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19 年 6 月 12 日

摩根士丹利相信金山
軟件(3888) 股價未來 60
日將跑贏大市，料發生
的 可 能 性 有 70% 至
80% ， 予 目 標 價 23 元 ，
及 「與大市同步」投資
評級。
該行認為，金山軟件
主要受惠兩個正面因
素，其中《劍網 3》手遊
將於 6 月 12 日推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