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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戰惡化 港股ADR曾瀉600點
失守28000關「五窮月」效應恐持續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莊程敏)美國威脅向中
國餘下3千多億美元商品加徵關稅，人民幣進
一步受壓。人行昨日公佈的中間價為6.7954，
較前一個交易日貶值42點，創逾三個半月新
低。離岸人民幣CNH昨跌逾400點子，失守
6.9關口，在岸CNY更曾跌近600點，二者雙
雙見逾4個月新低。瑞銀指出，中美貿易爭端
避險情緒若續升溫，人民幣或跌至7算。
人行昨公佈中間價後，離岸CNH反覆尋
底，上午已跌逾400點，午後跌幅進一步擴
大，下午4時見6.9077的全日低位。CNY的
走勢亦類似，全日最多曾跌近600點，於傍晚
7時見6.8811的全日低位。截至昨晚10時40
分，CNH和CNY分別報6.9144和6.8791，均
較前一個交易日跌逾550點子。五月短短兩周
時間，CNY已經跌近2%，年內累計也轉為跌
0.09%。

今年來跌幅較其他貨幣仍低
不過，有中資行交易員指出，雖然短期人
民幣跌幅比較明顯，但從今年以來看，人民幣
相對其他貨幣而言跌幅仍是有限，兌美元仍保

持升值狀態，顯示人民幣仍是偏強的，即使回
到6.9附近也沒什麼大不了。

瑞銀：避險若升溫 或見7算
瑞銀亦指出，受到中美貿易摩擦再起的打
擊，亞太貨幣普遍走軟，人民幣跌幅最大，短
期市場將持續震盪，並預期中美最終將達成某
種程度的協議，若結果如此亞太貨幣可望在達
成協議時扳回近期跌幅，因此，瑞銀維持人民
幣未來6個月預測值在6.70不變。不過該行也
提到，若美國對中國商品全面加徵關稅，人民
幣將可能重探7算水平，而且中國可能加強資
本管制。

法興：中國料不會主動貶值
另外，法國興業銀行新興市場策略師Jason

Daw昨日發報告稱，在岸人民幣破7風險有所
增加，但中國料不會主動令匯率貶值以作為反
制措施。中國的應對政策可能包括降準或降
息，而出口放緩、政策寬鬆及經濟成長風險，
都有可能導致人民幣走弱，而這並非競爭性貶
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本周
三「股王」騰訊(0700)公佈首季業績，
新手遊《和平精英》成為市場焦點，該
手遊是可收費的商城遊戲，大行均憧憬
可為騰訊帶來可觀收入貢獻。其中，交
銀國際日前發表報告指出，《絕地求
生：刺激戰場》宣佈停止，該遊戲的玩
家可遷移至《和平精英》，假設用戶體
驗不變，該遊戲應可快速開始變現，為
騰訊帶來收入貢獻。

麥格理最牛 目標價494元
交銀國際將騰訊目標價從403元上調

至454元，維持買入評級。對騰訊看法
最牛的麥格理，予494港元目標價。
交銀國際的報告指，騰訊控股新手遊

《和平精英》4月獲得版號，上周三(8
日)開始公測，同時《絕地求生：刺激戰
場》宣佈停服。兩款遊戲玩法和畫面相

似，但故事背景不
同。首款「16+」
遊戲，系統在用戶
登錄時實名校驗，
年滿 16 歲方可登
錄，16至18歲未成
年用戶每天限玩 2
小時。
報告又指出，根

據 Questmobile 數
據，《絕地求生》
去年初上線後，日
活用戶從 2 月的
2,100萬增至今年農
曆新年期間的7,800

萬，是騰訊玩家最多的遊戲之一，相比
《王者榮耀》農曆新年日活用戶將近1
億。根據Techweb報道，兩款遊戲數據
可同步，用戶遷移門檻低，該行估計
85%的玩家滿足「16+」，假設用戶體
驗不受遷移影響，該遊戲應可快速開始
變現，今年可貢獻流水收入35億元(人
民幣，下同)，貢獻3.8%的手遊收入，
2020年可達到80億元，最好情況或達
200億元。

交銀：手遊收入上調空間大
交銀國際預計2019年和2020年，騰

訊手遊流水收入分別為916億元、1,027
億元，增速分別18%、12%。該行又
指，到2020年如果《和平精英》收入可
達到該行預期80億以上流水收入估算，
騰訊手遊收入有較大上調空間。
此外，新遊戲上線利好騰訊手遊收入

的增長，除遊戲外，騰訊視頻、廣告、
支付及雲業務均有較大收入提升潛力。
交銀國際將騰訊目標價從403港元上調
至454港元。

野村：首季收入料增長16%
另一方面，野村證券就預期騰訊首季

收入按年增長16%至854億元，料非通
用會計準則每股盈利按年升12%，至
2.14元人民幣，該行維持對騰訊「買
入」評級，維持目標價427港元不變。
野村又估計《和平精英》至少可維持
《絕地求生》的50%每日活躍玩家，現
時每日活躍玩家數目約6,000萬，該行
相信收益可達6億至12億元人民幣，由
於「和平精英」推出時間較預期提早，
該行預期騰訊手機遊戲業務自今年首季
起將會持續改善。

匯豐：升未來3年盈利預測
匯豐環球研究則認為，騰訊自研手遊

《和平精英》開啟全平台公測後，騰訊
可迎合監管要求下推出手遊，該行預期
騰訊有能力繼續推出核心遊戲，從而帶
動廣告業務增長，故此該行上調騰訊未
來3年盈利預測，並將騰訊目標價由
450港元上調至 457港元，予買入評
級。

騰訊《艾蘭島》等兩新手遊獲批
另外，廣電總局更新2019年進口網

路遊戲審批信息，其中包括騰訊控股的
《艾蘭島》、《冠軍盛典》和網易的
《遇見逆水寒》、《迷室3》。

香港文匯報訊 市場對騰訊（0700）
新手遊《和平精英》寄予厚望，期望它
能成為吸金利器，助威騰訊股價。據新
浪科技昨日引述Sensor Tower數據，
《和平精英》上線的72小時之內，玩家
在《和平精英》iOS版中充值的金額超
過了1,400萬美元（約9,550萬元人民
幣），平均每天約466.67萬美元，成為
迄今為止iOS平台吸金速度最快的戰術
競技手遊。
騰訊的《絕地求生：刺激戰場》雖然

大受歡迎，因版號未獲批，使遊戲不能
商業化，上線一年多以來始終保持着無
充值系統的完全免費狀態，未能為集團
帶來盈利；而新推出的《和平精英》則
加入了內購，玩家可以充值點券購買服

裝、武器皮膚等等，再加上遊戲的熱度
非常火爆，大家「買買買」的興致如此
高昂也就不足為奇了。

遠勝同期iOS平台遊戲
市場研究機構Sensor Tower數據顯

示，遊戲推出72小時內，《和平精英》
內地玩家在蘋果App Store「課金」超
過1,400萬美元（約合人民幣9,550萬
元），平均每天約466.67萬美元。作為
對比，同時期，iOS 平台的《PUBG
Mobile》的總收入約為 220萬美元，
《堡壘之夜》手遊的總收入約為400萬
美元。
騰訊介紹，《和平精英》由騰訊光子

工作室群超300人製作團隊潛心研究，

從畫面、地圖、射擊手感等多個層面全
方位打造出極具真實感的軍事競賽體
驗。《和平精英》不僅搭載虛幻引擎4
研發，也充分優化了遊戲基礎性能，最
終呈現出次世代完美遊戲畫質。多張超
大實景地圖，將玩家引入超擬真競技訓
練場，玩家可在其中體驗豐富的環境變
化，感受更真實的遊戲場景。

3D音效帶來高質量體驗
與此同時，《和平精英》還使用了真

實的3D音效，同時支持遊戲內高保真
實時語音。無論是遊戲內的細節渲染，
還是流暢的畫面切換，《和平精英》都
為玩家帶來身臨其境的高質量競技體
驗。

《和平精英》推出3日 內地玩家「課金」近億

大行予騰訊目標價和投資評級
大行

交銀國際
匯豐環球研究
野村證券
麥格理
摩根大通
花旗
美銀美林
瑞銀

製表：記者 殷考玲

目標價
454元
457元
427元
494元
470元
453元
449元
450元

投資評級
買入
買入
買入

跑贏大市
增持
買入
買入
買入

新手遊料貢獻可觀 大行紛唱好

昨晚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決定自
下月1日起，對已實施加徵關稅的

600億美元清單美國商品中的部分，提
高加徵關稅稅率，分別實施25%、20%
或10%加徵關稅。對之前加徵5%關稅
的稅目商品，仍繼續加徵5%關稅。中
美貿易戰升級，第一上海首席策略師葉
尚志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認為，本
周市場觀望氣氛將會持續，預計恒指本
周或有機會下試27,800點。他指，由於
上周中美貿易談判未能達成協議，同時
美國警告或會對餘下3,250億美元中國
貨徵收25%關稅，再加上內地或會推出
報復措施反擊美國，令近日中美貿易前
景相當不明朗。
金利豐證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几指

出，近日中美貿易談判未能達成協議，
令市場擔心中美雙方貿易衝突會否惡
化，因此現時「五窮月」效應或將會持
續，恒指本周或有機會下試28,000點。
不過他認為28,000點應該是恒指一個重
要支持位，本周跌穿的機會不大。
至於本周內地將公佈的4月固定資產
投資與零售銷售增長數據，黃德几表
示，由於自去年中美貿易戰爆發以來內
地經濟增長有所放緩，故這些數據難有
大驚喜從而推動恒指大升。他認為即使
這些數據不令市場大失所望，恒指本周
最多或只能升至29,000點水平附近。

A股挫逾1% 滬指守2900
另外，港股休市，A股於本周首個交

易日重陷盤整，滬深指數不同程度低
收，滬綜指昨日下挫1.21%後，險守
2,900點整數關口，深成指與創業板指
同步下探1.43%、2.01%。不過，今日

（14日）MSCI將公佈半年度指數審議
結果，料擴大A股納入權重勢在必行，
此舉有望為A股引入更多活水，一洗近
期頹勢。
MSCI 5月半年度指數審議結果將於

北京時間14日5時在其官網公佈。不出
意外，A股納入比例首批從5%提高到
10%，當日並將公佈新納入個股名單。
此番指數審議結果將在5月28日收盤後
生效。

MSCI再擴容可望添活水
中金公司估計，5%的納入比例提
升，可能帶來約200億美元主動、被動
增量資金，其中被動資金佔比約為
20%。由於被動資金一般在生效日附近
的幾個交易日執行，據中金公司估算，
屆時將有約40億美元的資金，將在5月
底左右進入A股市場。
近一個月，互聯互通北向資金累計

淨流出近 300 億元（人民幣，下
同），上周更是加快「出逃」速度，
累計淨流出174億元。國盛證券策略
分析師張峻曉表示，4月份外資的流
出更多是階段性離場，並非外資的系
統性轉向，隨着此次MSCI第一次擴
容臨近，外資佈局窗口將再度開啟。
不過，並非所有人都如此樂觀。國開

證券分析師孫征認為，MSCI擴容之
後，追蹤指數的被動型資金會繼續流
入，而規模更大的主動型資金會不會增
配，則要看全球資本市場情況和他們對
中國的判斷。還有市場分析師甚至直
言，從過去兩個月來看，外資「聰明
錢」不僅是托舉A股的肩膀，也可以成
為加重下跌的催化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章蘿蘭）中美貿易戰升級，美國計

劃對餘下的逾3,000億美元中國貨品加徵關稅，昨日港股休市，A股

率先下跌1.21%。晚上中國宣佈反制措施，加碼對已實施加徵關稅

的600億美元清單美國商品加徵關稅，昨日道指期貨一度暴跌500

點，A股「黑旗」富時中國A50指數期貨跳水跌超1%。截至昨晚

10時 30分，道指跌近500點，報25,440點，港股ADR瀉近600

點，失守28,000點關口。

香港文匯報訊 中美貿易戰升級，為預
防貿易戰升級衝擊股市，上交所宣佈即日
起調整股票期權限開倉標準，進一步完善
股票期權風險管理。
上交所通知稱，合約標的為股票的，

單個合約品種相同到期月份的非虛值未
平倉認購期權所對應的合約標的總數達
到或超過該股票流通總量的30%的，自
次一交易日起暫停該合約品種相應到期
月份認購期權的買入開倉和賣出開倉
（備兌開倉除外）。通知明確，該比例
下降至28%以下的，自次一交易日起可
以買入開倉和賣出開倉。
此外，合約標的為交易所交易基金

的，單個合約品種相同到期月份的非虛
值未平倉認購期權（含備兌開倉），所
對應的合約標的總數達到或超過該交易
所交易基金流通總量（以本所交易系統
數據為準）的75%的，自次一交易日起
暫停該合約品種相應到期月份認購期權
的買入開倉和賣出開倉（備兌開倉除
外）。該比例下降至70%以下的，自次
一交易日起可以買入開倉和賣出開倉。

A
股
限
制
期
權
開
倉
防
衝
擊

■■為預防貿易戰升級衝擊股市為預防貿易戰升級衝擊股市，，上交上交
所進一步完善股票期權風險管理所進一步完善股票期權風險管理。。

本周投資者需注意事項
1 中美貿易戰的最新進展

2 內地公佈固定資產投資與零售銷售增長
數據

3 美國公佈零售銷售增長數據

4 港匯會否觸及7.85弱方兌換保證

5 歐元區公佈今年首季GDP增長

製表：記者岑健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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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幣逾4個月低 離岸失守6.9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