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莊程敏)上海

市與中國聯通(0762.HK)合作啟動

5G試用。據雙方簽署的合作備忘

錄，到2021年，中國聯通將在上海

投資150億元人民幣，加大5G網絡

的規模部署及創新應用，全力助推

上海打造「雙千兆寬帶城市」，不

斷增強信息化對上海城市國際競爭

力和軟實力提升的支撐作用。

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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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季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季率，預測0.2%，前
值0.5%；年率預測1.5%，前值1.8%
第一季央行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加權中值季率，
預測0.4%，前值0.4%；年率預測1.6%，前值
1.7%
第一季央行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截尾均值季率，
預測0.4%，前值0.4%；年率預測1.7%，前值
1.8%
4月製造業商業景氣指數，預測102.0，前值102.0
4月Ifo商業景氣判斷指數，預測99.9，前值99.6
4月Ifo商業現況指數，預測103.6，前值103.8
4月Ifo商業預期指數，預測96.1，前值95.6
4月投資者信心指數，前值負26.9
3月公共部門收支短差，前值6.38億
3月公共部門淨借款，預測4.00億赤字，前值6.64億赤字
3月扣除國有銀行的公共部門淨借款，預測4.0億，前值2.0億
前周MBA抵押貸款市場指數，前值459.0
前周MBA抵押貸款再融資指數，前值1,453.0
4月央行利率決定，預測1.75%，前值1.75%

金匯錦囊
加元：美元兌加元將暫時上落於1.3250至1.3450。
金價：將反覆走低至1,265美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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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兌加元上周三持穩1.3270附近支持位
後呈現反彈，上周尾段曾向上逼近1.3400水
平，本周初偏軟，一度回落至1.3335水平，
周二大部分時間窄幅處於1.3345至1.3375
水平之間。
加拿大統計局上周三公佈3月份消費者物
價指數年率為1.9%，高於2月份的1.5%水
平，是去年12月份以來高點，並且再次挨
近央行1%至3%通脹目標範圍的中值水平，
顯示通脹有掉頭升溫傾向，加上紐約期油本
周二進一步貼近每桶66美元水平半年高
位，不排除加拿大央行將於本周三公佈的4
月版貨幣政策報告中上調第2季的通脹評
估，有助減輕加元下行壓力。
另一方面，加拿大上周四公佈2月份零售
銷售按月上升0.8%，是4個月以來首次攀
升，同時加拿大1月份經濟亦按月掉頭回升
0.3%，有利第2季經濟表現，不過加元匯價
卻依然未能擴大升幅，主要是美國3月份零
售銷售數據強於預期，美元指數連日徘徊
97水平，限制加元反彈幅度，而加元過去3
周皆未能擺脫橫行走勢。市場關注加拿大央
行本周三政策會議結果之際，預料美元兌加
元將暫時上落於 1.3250 至 1.3450 水平之
間。

金價沽壓未消下試1265美元
美國計劃中斷伊朗石油出口，紐約期油與
布蘭特期油本周雙雙上揚至接近半年高位，
帶動現貨金價本周初曾向上逼近1,280美元
水平。但隨着美元指數持續高企97水平，
加上美國長債息率近日有反覆上移傾向，金
價反而繼續遇到下行壓力，現貨金價本周二
進一步擴大跌幅至1,271美元附近4個月低
位。預料現貨金價將反覆走低至1,265美元
水平。

內地經濟回穩 維持多元化均衡配置

A股市場今年自農曆新年以來大幅上
升，很大程度源於對去年過度悲觀

預期的修復。目前經濟周期的位置有
利於股票，但估值水平已不再低廉，
各項市場情緒指標亦處於較高水平，
市場進一步上升或需要依賴更多基本
因素數據支持。目前政策側重於減稅
及提升民營企業的發展動力，不推行

強刺激政策的情況下，經濟改善或難
以一蹴而就。短期內，過於樂觀的預
期及市場情緒或將導致後續股市波動
上升。

內地利率債方面，4月初的幾個交易
日孳息率回升幅度較大，配置價值較
年初有所提升，但孳息率水平仍處於
歷史區間偏低水平。未來一段時間，

由供給側因素導致的通脹憂慮以及第
二季度利率債發行量上升或會對孳息
率造成壓力。另一方面，在經濟回穩
之前，貨幣政策預計仍將維持適度寬
鬆，孳息率繼續大幅上升的空間或較
為有限。從環球資產配置角度看，中
國國債孳息率水平及期限利差仍處於
較高水平，海外投資者仍可獲取經匯
率對沖後較高的孳息率水平。隨着中
國債券被納入國際指數，海外投資者
對中國利率債的配置需求預計仍將上
升。
整體而言，現階段預計利率債仍將

處於寬幅震盪，可較好對沖經濟數據
不及預期或股市下跌風險。
信用債方面，目前孳息率水平分化

較為顯著，高評級債券孳息率水平及

利差下降較快，低評級債券孳息率仍
處於較高水平。鑒於降低社會融資成
本為目前政策重點，隨着寬鬆信用政
策的持續推進，信用利差整體或仍有
下行空間。

未來信用債違約將成常態
另一方面，隨着資管新規推進，未

來信用債違約將成為常態，對於精選
個券的要求較高。
綜合而言，我們認為經濟已有回穩

跡象，中長期資產配置偏好向股票市
場傾斜。當然，在短期升幅較快及市
場情緒偏高的情況下，我們預計後續
股票市場波動會上升，而維持適度均
衡的多元化配置可較好地控制投資組
合風險。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近期中國國內股票及債券市場均較為明顯地反映

國內經濟回穩的樂觀預期。我們認為隨着信貸緊縮

大環境的輕微改善，以及主動財政政策的加速推

進，經濟已有初步回穩的跡象，但仍需要更多數據支持，目前市

場情緒或有點過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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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夥聯通合作啟動5G試用 上交所：科創板申報企業存「五不夠」

2019上海5G創新發展峰會暨中國聯通全球產業鏈合作夥伴大會
昨在滬啟幕，上海市市長應勇透露，目前
滬市已建設5G基站500個，並與中國聯通
簽署5G戰略合作備忘錄，成為全國首個中
國聯通5G試用城市。

「7+33+n」5G試驗網絡發佈
聯通集團董事長王曉初發佈了「7+33+
n」5G試驗網絡部署，即在北京、上海、
廣州、深圳、南京、杭州、雄安等7座城
市核心區域連續覆蓋，在33個城市實現熱
點區域覆蓋，在n個城市定制5G網中專
網，搭建各種行業應用場景，為合作夥伴
提供更為廣闊的試驗場景，推進5G應用孵
化及產業升級。預計到2021年，上海市累
計建設3萬個5G基站，實現5G網絡在全
市深度覆蓋，打造5G網絡建設先行區。

聯通亦在上海發佈5G先鋒計劃暨友好體
驗用戶招募活動，並公佈首批具備5G功能
的6款手機終端。據了解，聯通為用戶準備
了一部專屬5G手機或5G CPE產品的專屬
5G終端、專屬VIP特權和專屬5G技術服務
等4大專屬服務內容，可實現不換卡、不換
號、不換套餐直接升級為5G用戶。

冀終端行業推進5G普及化
在此次大會上，聯通並公佈首批具備5G
功能的6款手機終端、5款行業終端和4款
模組產品，包括華為、中興、OPPO、vi-
vo、小米、努比亞等品牌。王曉初建議，
終端行業共同努力推進5G終端普及，實現
5G手機價格民眾化、手機通用化，即各運
營商採用統一的手機制式。
另外，中國聯通昨公佈截至3月底止首
季業績，錄得盈利36.75億元（人民幣，下

同)，按年增長22.3%。收入731.47億元，
按年跌 2.39%，其中服務收入 668.02 億
元，按年增0.29%。EBITDA為250.12億
元，按年升4.6%。首季移動出賬用戶淨增
810萬戶，達到3.23億戶；其中4G用戶淨
增1,052萬戶，達2.3億戶。移動出賬用戶
ARPU為41.2元。

中移動首季少賺8.3%
中移動（0941）昨亦公佈，首季純利按

年跌8.3%至237億元，EBITDA按年增長
4.4%至727億元。營運收入1,850億元，同
比下降0.3%，其中通信服務收入1,659億
元，同比下降0.5%。截至3月31日，移動
客戶總數9.31億戶，其中4G客戶總數7.23
億戶，首季淨增4G客戶1,067萬戶；手機
上網流量同比增長172%。首季度移動AR-
PU為50.3元。

■5G國際合作聯盟在滬啟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倪夢璟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孔雯
瓊上海報道）上海證券交易所昨日發佈
最新消息稱，自3月22日受理首批科創
板上市申請以來，一個月共受理企業申
請90家，已發出首輪問詢72家。
上交所指出，相關上述企業總體上具

備較強的科創屬性，同時申報企業也存
在比較突出的共性問題，其中有五「不
夠」。
上交所指出，科創板申報企業總體上

屬於高新技術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
主要集中於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醫藥
和高端裝備等產業。企業中不乏具有一
定品牌效應和市場影響力的細分行業龍
頭，技術水平與中國現階段的經濟、科
技發展水平相適應。
另外，企業有良好的成長性，受理的
科創企業最近一年營業收入增長率平均
為42%，超過50%的有22家，其中超過
100%的有7家；最近一年，平均淨利潤
1.23億元（人民幣，下同），最高的為
37.17億元。

研發投入遠超其他板塊
另外，受理的科創企業中，研發投入
佔營業收入的比重平均為11%，最高的
達56%，研發投入遠超過境內市場其他
板塊，研發人員佔員工總數比例達到
33%。
同時上交所亦指出，目前科創板申報

企業所披露的招股說明書質量參差不
齊，還存在一些比較突出的共性問題，
與試點註冊制改革要求、以及市場各方
期待還有一定差距。受理企業存在5個

共性問題：包括對科技創新相關事項披
露不夠充分、業務模式披露不夠清晰、
生產經營和技術風險揭示不夠到位、信
息披露語言表述不夠友好和文件格式和
內容安排不夠規範等五個「不夠」。
下一階段上交所將把着力提高申報企

業信息披露質量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在
繼續做好常態化的發行上市申請受理和
首輪問詢基礎上，集中力量審核已問詢
企業的首輪問詢回覆，根據回覆的質量
情況開展第二輪甚至多輪問詢，問詢回
覆情況將向市場公開。

A股跌 畜禽養殖股逆勢升
至於大市表現，昨日三大股指低開震

盪，前期熱炒的題材股多數退潮，僅畜
禽養殖概念股逆勢上漲。滬指上午時分
便已失守 3,200 點，之後雖有反覆拉
鋸，惜尾盤動能不足終翻綠報收。上證
綜指全日跌0.51%報3,198點；深證成指
跌 0.97%報 10,124 點；創業板指跌
0.81%報 1,683 點。兩市成交 7,330 億
元，較前一交易日縮量。
畜禽養殖表現亮眼，養雞板塊漲

4.53%漲幅居首，豬肉板塊漲2.20%、養
殖業板塊漲1.89%排名靠前。此外，園
區開發、自貿區、證券以及白酒、食品
等板塊亦有不同程度漲幅，但整體漲勢
不大，未能對大盤起到支撐作用。
跌幅居前的則多半是前期爆炒題材，

氫能源、海工裝備、國防軍工等均大幅
殺跌。另外5G概念、農業種植、工業
大麻等均熱度消退，出現不同程度下
跌。

美元近幾周走強，受美
國10年期公債收益率上
升、以及美國經濟繼今年
開局疲弱後展露強勁跡象
支撐。周一公佈的數據顯
示，美國3月房屋銷售降
幅大於預期，因抵押貸款
利率下降和房價漲勢放緩
刺激的購房需求，受到供
應不足，尤其是低價房供
應短缺的制約。美元兌日
圓周二下跌至 111.70 日
圓，脫離上周三所及年內
高點112.17。

美元兌日圓走勢，預計當前阻力將為112關口，
在三月初匯價就是未能上攻此區而出現後續的回
挫，至今形成一組頭肩底形態，而過去多日匯價亦
仍然受限此區，故若後市可顯著上破112，料將見
美元啟動新一浪漲勢。預估較大阻力將看至114及
115 關口。至於較近支持則回看 50 天平均線
111.20。倘若以美元兌日圓今年累計漲幅計算，
38.2%的回調幅度會看至109.40，擴展至50%及
61.8%的幅度則為108.55以及107.70水準。

油價強勢支撐加元
加元受油價上漲支撐，美國周一要求所有伊朗石

油買家到5月1日必須停止進口，否則將面臨制
裁。此舉旨在切斷伊朗的石油收入。該消息推動油
價攀升至六個月高位，因市場擔心此舉可能導致供
應收緊。石油是加拿大主要出口品之一。
技術圖表所見， 10天平均線跌破25天平均線，
而延伸自二月的上升趨向線目前位於1.3280，需慎
防若後市失守此區，將見美元兌加元仍有下行壓
力。倘若以自10月初低位1.2778至去年底高位
1.3664的累計漲幅計算，美元兌加元50%及61.8%
的回調幅度為1.3220及1.3120水平；較大支持則
可留意1.30關口。
至於阻力位料為近月未可跨越的1.34水平，關鍵

將繼續留意1.35以至去年年底屢試未破的1.3670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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