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黎偉成
資深財經評論員

恒指上周
走勢回穩，
收復廿天線
水平。上周
美元兌港元
一度觸及
7.85元弱方
兌換保證，
金管局終於
出手承接港

元沽盤，後市需關注金管局的入市
步伐，銀行體系總結餘的下降速
度，將反映走資情況。另外，中美
貿易戰暫於膠着狀態，美國有意重
新加入TPP協定，分析認為特朗普
是希望取得更多籌碼打貿易戰，惟
談判過程將很複雜。本周港股將續
受制於外圍消息，料短期於
30,500-31,500水平上落。
股份推介：友邦保險(1299)可受

惠內地擴大金融開放措施。國家主
席習近平近日在博鰲亞洲論壇上宣
佈一系列對外開放新舉措，隨即中
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於上周三(11
日)公佈12項金融開放措施，並明確
定出時間表，包括在6月底前取消

外資持股限制、將滬港通額度擴大
四倍、允許外資經營保險代理業務
和保險公證業務等六項措施。另
外，在12月底前亦會開放信託、消
費金融等外資准入等六項舉措。
人民銀行行長易綱履新不到一個

月，一口氣發佈今年金融業開放的
詳細清單和具體時間表，政策紅利
超預期，也釋放人行改革的政策信
號，特點是步伐加速。

品牌優勢有助業務拓展
事實上，友邦暫時仍是唯一一家
能在內地100%獨資經營的境外保
險公司，並可以全資持股方式自定
內地發展方針，品牌效應早已形
成，有望較對手更快擴展至有潛力
發展地區，在內地取得更多省份的
牌照，料可望成為內地金融開放領
先受惠者。在過去數年中國區業務
增長持續成為集團業績增長火車
頭，2017 年度中國區 NBV 增長
54%至8.28億美元，仍可維持較高
增長水平。
(筆者為獨立股評人，未持有上述

股份)

友邦受惠內地擴大金融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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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4月13日收
盤 收 盤 報
30,808.38，跌 22.9
點，連同上日跌
66.43 點成二連跌
89.33點，確認止住
四 連 升 1,374.02
點。恒生指數陰陽
燭日線圖呈陰燭陀
螺，即日市各主要

技術指標變化反覆欠穩。港股面對多個內
與外新壓力中，加上恒生指數技術走勢漸
見轉弱：(1)13日的全日高位與上日同樣為
開盤的31,077，卻比12日的31,094低 17
點，與11日的31,021，三日皆得而復失三
萬一心理關口，短線未能作出突破。(2)全
日低位30,708，與12日之30,637和11日
的30,723， 又是一個密集的短線支持區，
失此，料30,510未必有可守之道，得下試
30,320至30,253。

積極搶佔市場份額奏效
股份推介：舜宇光學(2382)股東應佔溢
利於2017年達29.01億元(人民幣，下同)，
同比增1.28倍，相對於2016年的66.8%高

增長多增61.2個百分點，績佳乃因(甲)核心
業務保持良好的發展和表現，特別是光學
產品，營業額 177.71 億元同比增長
55.84%，比上年同期所增的38.8%多增
17.04個百分點，分部溢利16.69億元更飆
升 3.137 倍 ， 而 2016 年 卻 只是增長
14.5%，乃受惠於(I)中國的智能手機市場零
售量於2017年即使只是同比增長1.5%，
但本土品牌積極應對，不斷推出高品質、
高性能的旗艦機型和高端機型，以搶佔市
場份額，和在海外市場受到歡迎；(II)車載
鏡頭則受惠於車載互聯網的發展和法律法
規在全球的普及和推行，此為車載成像及
高級駕駛輔助系統ADAS的一種重要零部
件，全球市場持續高增長，發展迅猛。光
學零件及光學儀器表現亦佳。
(乙)成本控制，亦續見改善。舜宇光學於
4月13日收盤156.元，升0.6元，日線圖呈
陽燭倒轉錘頭，RSI頂背馳勢頭待改善，
STC有派發信號，須守154.9元，否則會
下試 149.5 元至 147.75 元，甚至更低的
142.3元，須破三頂160.3元，始可挑戰
165.8元至169.3元，甚至173.5元。
(筆者為證監會持牌人士，無持有上述股

份權益)

舜宇光學核心業務創佳績

張賽娥
南華金融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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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指過去一周自低位反彈，
惟升至50天線約31,000點附近
受阻，短線料穿梭於此平均線
整固，波幅範圍料逐步收窄，
較大機會在30,500點至31,500
點之間上落。恒指牛熊證資金
流方面，過去一周恒指牛證錄
得約3,360萬元資金淨流出，
而熊證則錄得約2.65億元資金
淨流入，反映資金以熊證部署
淡倉為主。街貨分佈方面，截
至上周四，恒指牛證倉位主要
集中在收回價 30,000 點至
30,200點之間，過夜街貨相當
於約1,570張期指合約；恒指
熊證的街貨則集中於收回價
31,100點至31,600點之間，相
當約3,840張期指合約。
個股方面，平保認購證過去
一周錄得約4.6億元資金淨流
入部署好倉，資金主要留意行
使價91元至98元之間的中期

價外條款，實際槓桿約7倍至
10倍，較適合短線進取策略。
技術上，平保股價近日受惠平
安健康醫療科技上市消息帶動
轉強，短線沿着20天線約85
元附近好淡爭持，或可看高一
線。如看好平保，可留意中期
價外認購證 27339，行使價
97.93元，今年7月尾到期，實
際槓桿約9.8倍。

本文由法國興業證券（香
港）有限公司提供。結構性產
品並無抵押品。如發行人或擔
保人無力償債或違約，投資者
可能無法收回部分或全部應收
款項。以上資料僅供參考，並
不構成建議或推薦。結構性產
品價格可升可跌，投資者或會
損失全部投資。過往表現並不
預示未來表現。

4月10日，在博鰲亞洲論壇2018年
年會開幕式的主旨演講中，習近平主席
向世界明確表態：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
關閉，只會越開越大！在習主席的演講
中，「開放」一詞共提到了43次，
「合作」提到了18次，「和平」提到
了11次，「共同」提到了11次，「共
贏」提到了7次。
這些高頻詞彙表明中國未來一段時間
要做的事情，就是進一步開放、進一步
展開對外合作，在和平的前提下與世界
各國共同發展，實現共贏。另外在演講
中，習主席提到中國在擴大開放方面將
採取的四大重要舉措，並表示「將盡快
使之落地，宜早不宜遲，宜快不宜慢，
努力讓開放成果及早惠及中國企業和人
民，及早惠及世界各國企業和人民。」
這四項舉措，可以說是在向全世界釋放
出友好合作的承諾。
第一，「大幅度放寬市場准入」顯示
出開放包容、勇於挑戰的自信。落地放
寬銀行、證券、保險行業外資股比限
制，擴大外資金融機構在華業務範圍，
以及盡快放寬外資股比限制等措施，在
資本主義國家的眼中，這必然是無限的
機遇。 第二，「創造更有吸引力的投
資環境」體現了在制度上進一步與國際
接軌的誠意。 第三，「加強知識產權
保護」宣誓着負責任大國的擔當。第
四，「主動擴大進口」發出了攜手合作
的邀請。相當幅度降低汽車進口關稅、
努力增加人民群眾需求比較集中的特色
優勢產品進口、加快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政府採購協定》進程的承諾，說明了
中國是真心誠意邀請世界各國進入中
國、參與中國的發展。

兩板塊料直接受益
海南改革新政以「開放創新的亞
洲，繁榮發展的世界」為主題的博鰲

亞洲論壇2018年年會4月11日成功閉幕之後，
習近平主席4月13日在慶祝海南建省辦經濟特
區30周年大會上鄭重宣佈，支持海南全島建設
自由貿易試驗區。此舉意味着海南發展面臨的
新的重大歷史機遇，對A股海南板塊而言亦是
重磅利好消息，有利於繼續刺激海南板塊持續
活躍。投資者可以關注生態旅遊、交通基建兩
大直接受益板塊。
作者為著名經濟學家宋清輝，著有《一本書讀

懂經濟新常態》。 本欄逢周一刊出

中美貿易戰
憂慮淡化，上
周大市回升，
恒指全周上升
963.44 點 或
3.23% ， 收 報
30,808.38 點 ；

國指上升 293.57 點或 2.45%，收報
12,261.23點；上證指數上升27.941點或
0.89%，收報3,159.052點。本周內地將
公佈3月固定資產投資，國內生產總
值，工業生產指數，零售銷售及房屋價
格數據，此外還包括香港三月失業率。
股份推介：龍光地產 (3380)近日公佈

的3月份銷售數據表現較佳，數據顯示3

月合約銷售額約為76.4億元(人民幣，下
同)，同比增長119.6%；合約銷售面積約
26.3萬平方米，同比增長34.9%；一季
度累計合約銷售額約為159億元，同比
增長111.6%；合約銷售面積約74.4萬平
方米，同比增長39.3%。
公司受益於粵港澳大灣區的政策規

劃，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國
務院總理李克强做政府工作報告時指
出，出台實施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
劃，全面推進內地同香港、澳門互利
合作。
此外，中央有關部門會同粵港澳三地

政府共同編制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
劃綱要》已經按程序報批，審批通過後

將正式公佈。規劃範圍包括廣東省的廣
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東莞、
中山、江門、肇慶9市和香港、澳門兩
個特別行政區。

全年料推逾30個全新項目
根據深圳房地產信息網統計，公司於

2017年在深圳房產成交4,416套，成為
全市第一。同時，截至2017年底，公司
預計全年的可售資源超過人民幣1,300億
元，其中65%在粵港澳大灣區，預期將
有逾30個位於珠海、惠州、佛山、汕頭
等城市的全新項目推出市場。
相信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將對區內房價

有所支撐，同時對公司毛利起到提振作

用，公司2017年全年毛利率達34.4%，
同比增加2個百分點；股東應佔溢利達
65.3億元，同比增長45.5%，淨利率同
比增加 1.4 個百分點達 23.2%。截至
2017 年底，公司淨債務權益比率為
67.9%。
彭博市場預測龍光地產2018年收入為

501億港元，按年增長45.1%，每股盈利
約1.5港元，按年增長45.4%。由於公司
直接受益於大灣區規劃，以行業平均市
盈率增加20%溢價的9.6倍市盈率計算，
目標價為14.4港元，較現價有約17%潛
在升幅，建議買入。
(筆者為證監會持牌人士，無持有上述

股份權益)

港股今日假後重開，將對上周六敘利亞遭美英法聯軍空
襲的中東局勢升級作出反應，股市難免借勢調整，不過美
國暫時未有再度空襲意向，敘局勢對金融市場的影響料短
暫。內需市場為主的中資股料抗跌力強，中聯重科(1157)
上周五收市後公佈季績盈喜按年大增逾3倍，對處於低價
的股價有正面刺激。
中聯重科主要從事研究、開發、生產與銷售工程機械、

環衛機械和農業機械，提供環境解決方案，以及融資租賃
服務。集團預計2018年一季度盈利3.6億元至4億元(人民
幣，下同)，按年增長325.69%至372.99%。
首季盈利大增長，主要是公司工程機械板塊的營業收

入，較去年同期保持大幅增長約80%。產品銷售結構進一
步改善，一季度公司持續推進4.0產品工程，隨着該系列
產品深入推向市場，產品銷售結構進一步改善，高毛利率
產品的佔比持續擴大，產品盈利能力進一步提升。
2017年12月底止年度，中聯重科已扭虧為盈，持續經

營業務的收入為206.08億元，較2016年增加61.92億元或
42.95%。集團終止經營業務利潤為95.46億元，其中包含
終止經營業務處置收益93.55億元（稅後）。歸屬於本公
司股東的盈利為13.42億元，每股收益為0.18元，每股末
期息0.2元。

盈利能力全面增強
2017年為中聯重科的轉折之年，通過戰略聚焦、管理

變革、創新技術與產品、嚴控經營風險，深化經營轉型，
經過近5年的調整與恢復後，集團經營質量實現徹底反
轉，重回持續增長且追求質量的發展通道，盈利能力全面
增強，經營質量顯著提升，市場領先地位更加穩固。在行
業前景而言，全球經濟延續復甦態勢，中國經濟增速好於
預期，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增長。受基建投資增長、環
保升級、設備更新換代等影響，工程機械行業全系列產品
銷售強勢增長。
按首季盈利料增至3億至4億元計，全年度可望持續處於
12億至16億元水平。花旗已將中聯重科評定為建築機械股
的首選，評級「買入」，目標價為5.3元(港元，下同)，較現
價3.34元有58.6%上升空間。以中聯重科現價市盈率14.85
倍、市賬率0.63倍、息率7.48厘而言，短中線均具博反彈價
值，而市值只有45.9億元，估值有進一步上升潛力。

滬深港通

大灣區規劃 龍光添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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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聯重科盈喜助反彈

國家主席習近平上周五宣佈海南省
開放成為自由貿易港(過去30年為

經濟特區)，即全島開放，設立四大片
區，包括將建成全面深化改革開放試
驗區、國家生態文明試驗區、國際旅
遊消費中心、國家重大戰略服務保障
區。
海南島成為自貿港，政經意義都極為
深遠，勢將成為未來5年至10年經濟增
長點。在四大定位之一的國際旅遊消費
中心而言，國際航線、國際郵輪業務將
大幅提速，南海海空更多成為國內外遊

客進出區域，令美艦打着什麼航行自由
的干預變得更無地自容。

華彩受惠體彩機需求
上周提及海南概念股將受惠中央將

海南提升為自由貿易港，消息已落
實，在國際旅遊消費中心層面上，已
提出探索開放賽馬、彩票業務，即體
育即開型彩票，用香港語言，即開放
賭波。
事實上，目前內地以足球賽事的體

育彩票甚為普遍。至於港上市的航基

股份(0357)擁有海口美蘭機場，直接受
惠海南大開放。

騰訊390億元沽壓未消
勝訊(0700)自南非大股東傳媒集團上

月配售1.9億股(每股405元)後，股價在
反彈上420多元後即進入反覆下滑走
勢，一浪低於一浪，最近一次守住400
元關反彈上410多元後，又再面對龐大
沽壓掉頭回落，北水由配股後接貨炒
上，直至上周感覺唔對路，已轉為淨
賣，反映部分私募基金短線止蝕減
持。
以上周美國ADR低收 405.3 元(跌

2.62元)來看，今日大市面對敘局勢惡
化難免進一步下跌，騰訊400元關料再
受考驗。
騰訊過去兩周的巨大沽盤真相已大

白。據外電報道，涉及高達390億元的
騰訊淡倉近期不斷沽售，淡倉由摩根
大通代表一眾未披露身份的客戶持
有。貨源是否來自早前南非大股東配

售的股份無從得知，估計由接近420元
沽至410元邊緣，獲利甚豐。
市場關注這個淡倉目標會否乘弱勢

推至400元或以下，抑或405元便食
糊，成為短線能否止跌的動向。目前
騰訊已跌穿10天線，397.6元為強大支
持。
圍繞騰訊的消息，其主要社交平台

QQ，5月20日起停止歐洲服務，市場
估計因歐盟將實施新的數據保護及私
隱法規，騰訊為免違例被罰而作出有
關決定。據報道，假如企業違規，最
高罰款為全球營業額的4%。
另一方面，區塊鏈是騰訊其中一個

相當重視的領域，據中國媒體上周五
報道，主席馬化騰出席「互聯網+」數
字經濟峰會的金融分論壇時，提到可
以利用區塊鏈技術，從根源改善小型
企業融資困難的情況，並推動地方產
業升級。全球不少科技人才，不斷想
以這項技術，研究一些能夠應用到生
活上的服務。

推介輪商 法興證券上市產品銷售部

國家主席習近平上周在博鰲亞洲論壇強調
擴大市場開放，而隨着中美貿易戰緊張局面
稍為緩和，刺激港股顯著反彈，曾升破
31,000關，最後以30,808點報收，仍升963
點或3.23%，亦令十天線廿天及百天線得以
失而復得。
至於國指則收報12,261點，全周累升293
點或2.45%，表現稍遜大市。國際油價上周
創逾三年高位，主要是敘利亞局勢緊張，市
場憂慮石油供應是否受影響，「三桶油」升
幅均見不俗，尤以中海油 (0883) 漲達
10.02%，為升幅最大的國指成份股。
中海油田服務(2883)上周隨油股造好，收

報8.37元，全周累升0.47元或5.95%，因僅
屬反彈初現，而相比油價已創逾3年高位，
其股價料具追落後空間。集團較早前公佈截
至去年12月底止全年業績，營業額174.36
億元(人民幣，下同)，按年升15.1%。虧轉
盈賺 3,306.7 萬元，上年同期蝕 114.56 億
元；每股盈利0.69分。派末期息6分，上年
同期則派5分人民幣。
集團董事長齊美勝於全年業績記者會表

示，去年集團扭虧為盈，主要因為加大市場
開拓、成本管控及加大產品管控。他相信，
今年油服市場表現較去年更好。
齊美勝指出，去年中海油服獲得120張

合約，當中24張來至新客戶，並開拓四個
新市場，包括科威特及阿根廷。他預料，
今年集團獲得的合約數量較去年更多，並
預料今年集團收入錄按年上升。趁股價漸
擺脫頹勢跟進，上望目標為10元(港元，下
同)關，惟失守近期低位支持的7.55元則止
蝕。

友邦高位整固 看好吼購輪24608
友邦保險(1299)日前創出72.1元的歷史高

位後出現回氣走勢，最後以70.5元報收。
若繼續看好該股後市攀高行情，可留意友邦
摩通購輪(24608)。24608上周五收報0.29
元，其於今年8月30日最後買賣，行使價為
76.76 元 ， 兌 換 率 為 0.1， 現 時 溢 價
12.99%，引伸波幅 31.7%，實際槓桿 8.4
倍。此證勝在交投較暢旺，數據也屬合理，
故為可取的吸納之選。

中海油服業績改善可留意

推介紅籌國企 張怡

亞太區金融市場今天假後重開，率先對美英法空襲敘利亞作出

反應，料金價、油價及美元上升，而股市料受壓。俄軍在敘利亞

受空襲後，傳聞已增派逾萬名軍人入敘。中東局勢愈趨惡化，伊

朗料成下個美國打壓對象。風險資金料避險，環球股市在4月、5

月市難有上衝動力，港股料續在29,800/31,300區間上落。海南省

開放為自由貿易港，並定位以消費、服務為主導，有利中資航

空、內需概念股。 ■司馬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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