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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指數  大市動態 

主要市場指數   市場聚焦 (1) 本月 30-31 日將舉行中美新一輪貿易磋商; (2) 本月 29-31 日聯儲局將舉行今

年首次議息會議; (3)本週多家大型企業公布業績，包括亞馬遜、蘋果; (4)美國將於週五公布

1 月非農新增職位數據。 

 上週五環球市場波動，外界預期聯儲局下星期議息將維持利率不變, 導致美元回軟，刺激金

價一度升穿 1,300 美元。聯儲局主席鮑威爾重申對美國加息保持耐心，並會因應市場需

要，調節縮表。市場觀望聯儲局未來或朝偏鴿方向發展，放緩加息步伐。 

 恒指本週三結算，留意結算後大市或會回調。恒指 40 週線回升至 27,700-27,800，料將遇

阻力，估計本週走勢會在 27,200-27,900 點上落。 

 前收市價 按週%  

恒生指數 27,576.96  2.12   

國企指數 10,882.50  2.53   

上證綜合指數 2,596.98  0.67   

美國道瓊斯指數 24,528.22  (0.72)  

美國納斯達克指數 7,085.69  (1.00)  

美國標普 500 指數 2,643.85  (1.01)  

美元指數 95.79  (0.53)  香港市場 

日經 225 指數 20,433.13  (0.92)  港股精選 目標價 前收市價 

英國 FTSE100 指數 6,747.10  (3.21)  中國龍工 (03339) 3.20 2.57 

法國 CAC 指數 4,888.58  0.43    早前內地推出新 4 萬億救市方案，發改委於短期內批准了多個軌道交通建設規劃和高鐵建

設項目，中國龍工作為內地五大工程機械生產商之一，可受惠於國家推動基建的政策。 

 2018 年中期業績，營業額達 66.5 億人民幣，按年升 46.7%，純利按年升 41.4%至 7 億。

隨着行業替代需求強勁、內地宏觀政策基調較去年寬鬆，集團前景理想。 

 以現價計算，2019 年預測市盈率不到 7 倍，估值吸引。於 2017 年每股派息 0.16 港元，

較 2016 年之 0.062 港元為高，股息率約 6 厘，加上盈利前景理想，派息有上行空間。 

德國 DAX 指數 11,210.31  0.67   

恒生指數期貨  

 即月  

上交易日結算價 27,557  

升(跌) 439  

最高 27,602  置富產業信託 (00778) 11.00 9.83 

最低 24,975   多年來透過 1)提升回報的收購;2)積極的租賃管理;3)資產增值措施，三大增長策略來提升整

體回報，每基金單位分派增長穩定。 

 旗下置富嘉湖已展開首階段轉型為區域性購物商場之工程。同時長實已申請改建天水圍海

逸酒店為兩棟式住宅，提供 5,000 個單位。倘落成，將進一步支持置富嘉湖的商場消費。 

 其商場擁有多元化的商戶組合，其中從事日常所需之零售租戶類別，例如餐飲、超級市場

以及教育服務，合共佔可出租總面積約 70%，故受宏觀經濟下滑之影響較低。 

成交張數 214,263  

未平倉合約變數 (28,040)  

商品現貨  

 前收市價 按週%  

COMEX 黃金 1,302.10  1.46   

COMEX 白銀 15.75  2.74   商品市場 看法 

LME 銅 3M 6,002.00  0.35   COMEX 黃金 上行 

LME 鋁 3M 1,867.00  0.81    黃金期貨近日已升破 1,300 美元水平，基於美元回軟、中美關係未明朗及全球經濟擔憂持

續，料黃金可進一步向上。 WTI 原油 52.16  (0.78)  

布蘭特原油 60.11  (2.26)  

紐約天然氣 2.92  (3.91)  布蘭特原油 橫行 

紐約燃油 133.34  (4.86)   早前委內瑞拉地緣緊張政局升溫，油市供應緊張推動油價向上，惟美國原油庫存上周意外

微升，油價或難再向上突破。 CBOT 小麥 517.75  (0.67)  

CBOT 玉米 379.25  0.07   

外匯  內地市場 

 前收市價 按週%  市場概況 

美元/人民幣 6.76  0.77    上週聯儲局加息放緩，及内地財政政策逐步落地，寬鬆的貨幣政策開始發力，股市上週溫

和上升。 

 工商銀行原董事長易會滿 26 日正式成為中國證監會的新一任主席。市場各界期待新主席

推進資本市場改革。我們相信近期監管層釋放出多個市場改革信號，內地證券市場改革有

望提速。 

 

美元/日元 109.17  0.18   

歐元/美元 1.14  0.55   

英鎊/美元 1.31  1.47   

澳元/美元 0.71  0.27   

美元/加幣 1.33  0.62   

美元/瑞士法郎 0.99  0.48   A 股精選 目標價 前收市價 

固定收入  上海機場（600009.SH） 60.00 48.14 

前收市價 按週%   營業收入增速維持高位，非航空性收入佔比仍在提高。毛利率、ROE 均高於行業平均，估

值合理，長期基本面持續向好，上海機場正步入成熟期過渡階段，同時也是作為全國最繁

忙的空域，未來將發力國際航線，業績具持續性。 

 居民收入不斷提高，消費漸高端化、品質化、供給側改革成效顯著，產能利用率提高，航

空業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3 個月期銀行同業拆息 1.74 (0.08)  

3 個月離岸人民幣同業拆息 3.06 (0.29)  

3 個月期 LIBOR(美元) 2.75 (0.01)  

美國 30 年期債券 3.06 (0.00)  

美國 10 年期債券 2.74 (0.00)  

美國 2 年期債券 2.58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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