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陝汽冀2035年銷售收入破2000億

本周數據公佈時間及預測(3月5-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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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份歐元區零售額#
二月份供應管理學會服務業指數
一月份零售額
一月份工廠訂單
第四季國內生產總值#
第四季歐元區國內生產總值# (修訂)
第四季非農業生產力(修訂)
一月份貨物及勞務貿易赤字(美元)
一月份貨物及勞務貿易赤字(澳元)
一月份來往賬盈餘 (日圓)
截至前周六的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
二月份貨幣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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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數據公佈結果(2月26日-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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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份新屋銷售 (單位)
一月份耐用品訂單
一月份貨物貿易赤字(美元)
二月份消費信心指標
第四季國內生產總值 (修訂)
二月份芝加哥採購經理指數
一月份個人收入
一月份個人開支
截至前周六的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
二月份供應管理學會製造業指數
一月份建築開支
二月份密歇根大學消費情緒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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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周四宣佈將對進口鋼
鋁產品徵收高額關稅，引發貿易戰擔憂。
該消息完全出乎市場的預料，美元應聲下
跌，非美貨幣普遍反彈，黃金白銀也走出
了探底回升的行情。特朗普此舉引來了各
方的口誅筆伐，同時導致美股及美元大幅
下挫。
倫敦黃金走勢方面，金價仍繼續以雙頂
形態發展，2月8日低位1,306.81美元將
視為頸線位置，金價上周四的一度急挫，
險守着1,300美元關口，同時附近亦見
100天平均線支撐，不過亦需慎防後市金
價若失守此區，將迎來更為劇烈的跌勢。
以延自12月的累計漲幅計算，50%的調
整水平為1,301.00美元，擴展至61.8%則
為1,285美元水平。不過，金價此輪跌幅
止步於1,300這個心理關口，配合RSI及
隨機指數自超賣區域回升，短線應可望金
價先行喘穩。向上阻力預估在1,326及
1,340美元。

白銀慎防進一步下滑風險
倫敦白銀方面，走勢可見一眾平均線以
及價位正集結於16.50美元至17美元區
域，反映着近期的整固格局，同時亦預示
或即將誘發新的爆發行情；上周之下挫已
見初步跌破，慎防進一步下滑風險。向上
阻力先留意16.70及250天平均線16.95，
較大阻力料為17.30美元。至於向下則需
特別留意2月9日低位16.19美元，若明確
破位或見銀價開展新一輪跌勢，預料較大
支撐將為15.70及15.30美元。

中國基金估值吸引可吼

統計以往港股於農曆假期後的表
現，過去10年恒指有6年於農

曆假期後一個月取得正回報（表），
平均回報為1.9%，當中於2012年的

期內升
幅更達
6.5%，
表現理
想。
而現

時恒指
較農曆

假期前仍然微跌 0.2%（截至 3月 1
日），預期內地資金重新入市下，恒
指有追落後空間。

內地製造業保持擴張步伐
經濟方面，財新中國2月製造業採購

經理指數升至51.6，高於1月的51.5，
已是連續9個月處於擴張水平線以上。
另一方面，中國1月服務業採購經

理指數（PMI）按月升0.8個百分點至
54.7，為2012年5月以來最高水平。
基於新訂單的增長情況穩定，預示製
造業可望保持擴張步伐。配合全年業
績公佈及中國A股將由6月開始被納
入MSCI指數等利好因素刺激，港股

中線表現值得憧憬。
事實上，現時恒生指數市盈率約為

13.5 倍，較歐洲的 16.1 倍及美國的
21.9倍為低，估值相對吸引。集合歐
美資金及「北水」，恒指年內可望挑
戰34,000點。
只是外圍市況並未全面回穩，美國

總統特朗普於上周四（1日）表示，
預期今周將簽署法令對進口美國鋼材
及鋁材長時間徵收關稅，若美國爆發
貿易戰，有機會加劇港股的波動性。
為平衡風險與回報，投資者可利用分
段買入的方式投資中國基金。
基金方面，貝萊德中國基金主要投

資於金融（37%）及資訊科技（29%）
板塊，首兩大持股分別為騰訊控股及
建設銀行，比重合計逾18%。
而首域中國增長基金的規模則為主

要中國基金之中最大，主力投資於非
必需消費品（26%）及資訊科技
（21%），除同樣持有騰訊控股外，
第三及第九大持股分別為屬於非必需
消費行業的敏實集團及美的集團。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港股過去1年升勢凌厲，恒指回報達

30%，於1月份最高曾升至33,484點的

歷史新高。2月份在外圍拖累下，恒指

反覆回落，整個月下跌5.8%，抹去了今年以來大部分

升幅。預料在估值吸引及盈利向好下，港股中長線前

景維持正面，恒指有望回升，投資者可採取分段入市

的策略，買入以H股為主的中國基金。

■光大新鴻基財富管理策略師 溫傑

科技股估值被肯定 留意騰訊購23444
動向輪證

中銀國際股票衍生產品聯席董事
葉滙豪

全球最大音樂串流平台Spotify獲美國
證券交易委員會批准以「直接掛牌」方
式，最快本月底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上
市。現時在私人市場，公司估值介乎
170億至200億美元。招股書披露，騰
訊(0700)持股7.5%，為公司第三大股
東，僅次Spotify兩位聯合創辦人。另
外，Spotify與騰訊旗下「騰訊音樂娛
樂」去年12月進行換股協議，Spotify持
有騰訊音樂娛樂9%股權，市值逾9億歐
元。換言之，騰訊音樂娛樂估值已超過
100億歐元。至於騰訊本身將於本月21
日公佈全年業績。如看好騰訊，可留
意騰訊認購證(23444)，行使價約508
元，5月到期，實際槓桿9倍。
報道指，內地手機品牌小米最終可

能敲定以A加H股方式上市。早前有報
道指，小米最快今年內上市，公司估
值保守達一千億美元，以董事長雷軍
持股約七成七推算，上市後雷軍可能
成為內地新首富。同屬雷軍持有的金
山軟件(3888)升至28元水平。如看好金
山軟件，可留意金山軟件認購證
(20865)，行使價29.33元，6月到期，
實際槓桿5倍。

吉利汽車(0175)是少數上月逆市上升
的藍籌。吉利於本月21日公佈全年業
績。吉利已就業績發盈喜，預期純利
可按年增長一倍。與此同時，吉利母
公司浙江吉利控股以逾700億港元，購
入平治母公司、德國戴姆勒近一成股
權，成為大股東。

吉利盈喜 看好吼21368
市場相信吉利旨在與戴姆勒在新能源

車領域加強合作。如看好吉利汽車，可
留意吉利認購證(21368)，行使價29.88
元，7月到期，實際槓桿5倍。
港交所(0388)去年純利74億元，按年

增長28%。好過市場預期。港交所就新
興及創新產業公司上市制度再發諮詢文
件，預期4月底可刊發諮詢總結。市場
預期，新經濟公司最快5月按新規則申
請上市。如看好港交所後市表現，可留
意港交所認購證(22626)，行使價343.88
元，7月到期，實際槓桿7倍。
本文資料由香港證監會持牌人中銀

國際亞洲有限公司發出，其內容僅供
參考，惟不保證該等資料絕對正確，
亦不對由於任何資料不準確或遺漏所
引起之損失負上責任。本文資料並不
構成對任何投資買賣的要約，招攬或
邀請，建議或推薦。認股證/牛態證屬
無抵押結構性產品。 本欄逢周一刊出

過去恒指於農曆假期後一個月
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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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年前
收市

23,361

19,288

24,832

22,035

23,215

20,110

23,909

20,269

12,579

23,469

及後1個月
表現(%)

2.42

4.61

-2.87

3.64

-0.53

6.54

-3.60

4.64

4.74

-0.54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 黃美斯

金價短期料於千三關喘穩

■圖為內地某證券行營業部內的股民關注大盤走勢。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仕珍西安
報道）陝西汽車控股集團在建廠50周
年之際，向社會各界正式發佈其
「2035戰略」。
陝汽控股董事長袁宏明稱，到
2035年，陝汽全系列商用車業務將
達到國際領先水平，新能源乘用車
業務成為行業重要力量，集團銷售
收入將突破2,000億元（人民幣，下

同）。

分三階段實現
據介紹，綜合分析國家、行業及

自身發展，陝汽將「2035戰略」分
三個階段實現。從現在開始到2020
年，陝汽將用3年時間，實現千億陝
汽的目標，完成「十三五」發展任
務。

2020年至2025年，陝汽重卡業務
將進入全球行業前列，全系列商用車
業務進入內地行業前列，國際市場銷
量佔比達30%以上，集團銷售收入突
破1,500億元。
2025年至2035年，陝汽全系列商

用車業務將達到國際領先水平，新能
源乘用車業務成為行業重要力量，集
團銷售收入突破2,000億元。

長安遭遇「機油門」召回25萬輛汽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儘管皆
為騰訊重金投資的「獨角獸」企業，美團和滴滴的
競爭有愈演愈烈之勢。有消息稱，美團和滴滴都開
始進軍對方領域，美團打車即將登陸上海、北京等
地，滴滴則正在招募外賣騎手。
多家內地媒體爆料稱，美團將於3月16日率先
開通上海的線上打車服務，之後會在兩周內陸續開
通北京、杭州、成都等共計7個城市的服務。
實際上，美團自去年2月起已經在南京試水網約

車服務，此後還先後拿下上海、南京的網約車許可
牌照。就在外賣起家的美團在進行打車服務嘗試
時，大型網約車公司滴滴卻同時在朝外賣配送服務
方向拓展。

滴滴高薪招聘外賣騎手
目前網上出現滴滴外賣騎手的招聘信息，稱每周在
線大於48小時的忠誠騎手月保底收入可達1萬元人民
幣。
還有消息指，無錫將成為滴滴外賣開通的首個城

市。有互聯網業界人士表示，滴滴和美團未來肯定會
在流量上作進一步爭奪，也就是相互都要吸引到更多
的留存用戶。
但回顧以往打車APP和外賣APP的流量爭奪，

補貼用戶是常用手段，如果美團和滴滴要進行正面
交鋒，無可避免會進入燒錢模式攬客，屆時對其背
後的投資方或存較大的考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蕊、孟冰 重慶報道）重慶長
安汽車股份公司近日根據《缺陷汽車產品召回管理條
例》和《缺陷汽車產品召回管理條例實施辦法》的要
求，向國家質檢總局備案了召回計劃，自2018年3月2

日起，召回2016年7月26日（含）至2018年2月24日
（含）期間生產的部分CS75汽車，共計252,087輛。
重慶長安汽車將通過長安汽車特約服務站以掛號信、
電話、短信等方式通知相關車主，安排免費檢修事宜。

美團滴滴互攻對方領域

中石化西北油田原油產量破億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應江洪新疆報

道）中國石化集團西北石油局最新數據
顯示，中國石化西北油田累計原油產量
突破1億噸，成為我國首個以海相碳酸
鹽岩油藏為主、原油產量達到億噸級目
標的油田。這對於進一步提高對海相碳

酸鹽岩油藏在我國油氣資源中的重要認
識，推動擴大古生界海相油氣資源勘探
開發規模具有重要意義。

助填補國內外空白
據介紹，2016年發現的順北油氣

田催生了斷溶體油藏理論，自此業
界認識到，油藏斷裂帶也是油氣儲
集體，填補了國內外空白，對中國
乃至世界油氣開發都具有啟示意
義，塔里木油田和塔河油田借鑒此
理論獲得多口高產油氣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