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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市失守十天線後昨跌勢持續，再下試三萬大關而險守。恒指連跌四天後人行昨傍晚宣佈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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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存款準備金率 1 個百分點，釋放約 1.3 萬億人民幣流動性，加上美股亦做好；夜期，ADR

HKE Holdings（1726）

新股上市

及場外期貨預計今天的開市價約在 30,400-30,500 左右。在一月大升及二月上旬大跌後，短

中石化煉化工程

新簽合同

期內指數仍以大型上落市視之。明顯跌破三萬大關則二月低位 29,129 也未必有支持，需要

（2386）
正大企業國際（3839）

盈喜

下試 28,000；上破及企穩五十天線 30,852，大市便有力上試 2 及 3 月高位約 31,800-

瑞安房地產（272）

終止出售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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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警

32,000 區域。

中煤能源（1898）

營運數據

華電國際電力（1071）

營運數據

受惠於本港零售數字向好，加上周大福（1929）同店銷售強勁，珠寶股昨日走強。周大福走

數據速覽

勢固然最強，但 RSI 已達 77，是近期的高位，需留意超買風險。六福集團（590）昨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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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天線及 30 元的阻力，走勢上轉強有望追落後。周生生（116）亦是另一落後的選擇，
50 天線的 18.3 元水平會是阻力。英皇鐘錶珠寶（887）則因早前已率先炒高，昨日不為所
動，未必是好選擇。

上日軟件股跑輸大市 ，騰訊（700）旗下 11 款網遊受查，股價跌至全月低位，需觀看今天
跟明天的股價，如不能企穩 400 元， 技術上開始轉弱，目前壓力區在 417 至 428 元，不宜
進場。IGG（799）、金山軟件（3888）及金蝶國際（268）技術上同樣開始轉弱，加上軟
件股波幅較大，股價已升幅不少，估值不太吸引。

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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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兌換參考價格
賣出

買入

1.25800

1.24220

中國人民銀行公佈，由下週三（25 日）起，下調大型商業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城市商
業銀行、非縣域農村商業銀行、外資銀行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 1 個百分點，消息利好內銀
股。郵儲銀行（1658）比較強勢，仍處於 20 天以上。工商銀行（1398）、中國銀行
（3988）及招商銀行（3968）自 2 月初高位回落之後處於區間上落走勢，近日跌穿 100 天
線，建設銀行（939）表現較好仍守於 100 天線之上。可選擇業績較好、資產質素改善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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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貸款率下降的農業銀行（1288），現價買入，4 元止蝕。

大市回顧：
上日恒指高開後回吐，恒指高開 17 點後下滑，收報 30,062 點，下跌 252 點（0.8%）；國
指則低開 1 點，收報 11,900 點，挫 107 點（0.9%）。大市成交約為 1,171 億港元，較上日
增加。內地股市同樣向下，上證收市報 3,066 點，跌 43 點（1.4%）；深成指下跌 226 點
（2.1%），兩市總成交額約為 4,664 億元人民幣，較上日減少。

藍籌股方面，騰訊（700）微升 0.1%；友邦（1299）股價升 1.1%；滙控（5）降 0.5%；港
交所（388）升 0.3%；工行（1398）報跌 0.8%；建行（939）回 0.9%；國壽（2628）下
跌 0.5%；平保（2318）落 0.1%。

零售股個股上揚，周大福（1929）上升 6.0%；六福集團（590）上漲 6.9%；周生生
（116）報升 2.5%。濠賭個別發展，永利澳門（1128）回 0.3%；銀娛（27）下跌 0.3%；
美高梅（2282）上漲 5.4%；金沙（1928）報升 2.5%；澳博控股（880）升近 5.2%。

內房股續向下，中國恒大（3333）下跌 1.4%；碧桂園（2007）跌 0.6%；融創中國
（1918）回 3.5%；萬科（2202）挫 0.8%。科技股普遍向下，丘鈦科技（1478）回
3.2%；比亞迪電子（285）下跌 1.8%；舜宇光學（2382）報跌 4.2%；瑞聲（2018）回
3.7%；中興通訊（763）停牌，美國商務部禁止美國企業未來 7 年內，向中國電訊設備製造
商中興通訊出售部件，因中興向作出虛假陳述。大市下跌股份達 1,211 隻。

領展（823）旗下有逾 13 個停車場，月租車位本月起加價，平均加價約１成，商場停車場
本月初亦取消消費泊車優惠，相信利好收入數字，近日在 67.5 元企穩，可在該位附近留
意，下跌穿 65.8 元止蝕。周大福（1929）同店銷售向好帶動珠寶股向上，加上版塊受外圍
影響較少，可留意突破 30 元的六福集團（590），股價重越 100 天線的大阻力後進入下一
區間，可現價買入，29.3 元止蝕。中國人民銀行下調存款準備金率利好內銀股，可選擇農業
銀行（1288），現價買入，4 元止蝕。

利好消息方面，中石化煉化工程（2386）今年首 3 個月新簽訂合同總值 268.82 億元（人民
幣‧下同），按年增 3.64 倍。截至 3 月底，該集團未完成合同量 1115.77 億元，按年增長
22.57%。預料利好股價。正大企業國際（3839）發盈喜，截至今年 3 月底止首季，股東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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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溢利將增加 1.5 倍，去年同期盈利 224.9 萬美元。溢利增加主要由於銷售增加，有望提振
股價，注意股份買賣兩閒。

利淡消息方面，瑞安房地產（272）終止向中信泰富出售武漢商業項目，將退還約 8.97 億港
元促成費，預料利淡股價。冠軍科技（92）發盈警，除早前截至去年 12 月底止的未經審核
中期業績錄得虧損外，預料可能錄得額外虧損。消息將進一步令股價受壓。

營運數據方面，中煤能源（1898）上月商品煤產量按年下跌，連跌６個月，但上月跌幅顯住
減少。商品煤銷量則按年微升。華電國際電力（1071）今年首季發電量增長不錯，按年升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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