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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理財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
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
責任。

    本公司於 2020 年 4 月 29 日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www.sse.com.
cn）刊登了《上海機電日常關聯交易公告》（公告編號：臨 2020-006），
現對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三菱電梯有限公司（本公司持有 52%股權，以下
簡稱：上海三菱電梯）向三菱電機上海機電電梯有限公司（本公司持有 40%
股權，以下簡稱：三菱上海機電電梯）採購及銷售商品的關聯交易補充披露
如下：

    一、日常關聯交易基本情況
    （一）日常關聯交易履行的審議程序
    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以下簡稱：上市規則）及《上
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關聯交易實施指引》（以下簡稱：關聯交易實施指引）
的要求，為了規範本公司日常關聯交易行為，2020 年 4月 27 日本公司九屆
十三次董事會審議通過了相關日常關聯交易議案，公司擬對以下日常關聯交
易事項進行調整：
    由於公司電梯業務的發展需要，預計上海三菱電梯向三菱上海機電電梯
採購及銷售商品的關聯交易將呈增長趨勢並超出股東大會批准的預計上限。
為了規範公司日常關聯交易行為，上海三菱電梯與三菱上海機電電梯之間發
生的 2020 年度、2021 年度、2022 年度關聯採購及銷售金額上限將重新作
出合理預計。
    三菱上海機電電梯的控股股東持有上海三菱電梯 10%以上的股權，根據
上市規則及關聯交易實施指引，上海三菱電梯與三菱上海機電電梯簽署協議
並進行日常持續交易構成本公司的日常關聯交易。相關關聯董事萬忠培先生
在審議上述事項時須回避表決。
    本公司獨立董事認為上述日常關聯交易協議乃於本公司日常及一般業務
過程中訂立，其條款公平合理並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相關交易的年度金額
上限合理，進行相關關聯交易符合本公司和全體股東的利益。
根據上市規則的有關規定，上述日常關聯交易事項尚須獲得本公司股東大會
的批准。

    （二）日常關聯交易的預計和執行情況

關聯交易類別 關聯人 2019 年預計金額 2019 年實際發生金額

向關聯人採購電梯
產品 三菱上海機電電梯 　50億元 　26.32 億元

    上海三菱電梯 2019 年度向三菱上海機電電梯關聯採購主要是採購其高端
品牌的電梯產品，由於受電梯高端市場需求的影響，使得預計與實際發生金
額形成差異。

    （三）2020 年度日常關聯交易預計金額

關聯交易類別 關聯人 2020 年預計金額 2019 年實際發生
金額

向關聯人採購電梯產品 三菱上海機電電梯 35億元　 26.32 億元　

向關聯人銷售電梯產品 三菱上海機電電梯 3億元　 0　

合計 　 38億元 26.32 億元

    1、2020 年與 2019 年同比，預計電梯高端市場需求有所增長。
    2、上海三菱電梯向三菱上海機電電梯銷售部分自產的電梯零部件，使得
三菱上海機電電梯能夠降低產品成本，增強市場競爭能力。

    二、關聯方介紹

    三菱電機上海機電電梯有限公司，註冊地址：上海市閔行區中春路 1211
號；註冊資本：5,300 萬美元；企業類型：有限責任公司 ( 中外合資 )；法定
代表人：萬忠培；主營業務：電梯及大樓管理系統以及其零部件的製造及銷售；
電梯、自動扶梯、自動人行道以及大樓管理系統的相關產品及零部件的銷售；
提供有關上述所有設備的非標工程設計、安裝、改造、質量管理、維修、保
養等服務（涉及行政許可的憑許可證經營）；以及上述所有設備相關的應用
開發、要素技術開發（包括軟件開發）等受託的開發。
    截止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三菱上海機電電梯總資產 18.81 億元，淨
資產 11.39 億元，營業收入 28.14 億元，淨利潤 956.94 萬元。

    三、關聯交易的主要內容和定價政策
    上海三菱電梯與三菱上海機電電梯的《採購框架協議》和《銷售框架協
議》
    1、基本內容
    上海三菱電梯按非獨家方式向三菱上海機電電梯採購 / 銷售的產品，包括
但不限於電梯產品和相關服務等。協議表達了雙方就產品採購 / 銷售事宜達成
的合作共識，具體的權利義務（包括但不限於產品的品名、規格、標準、運
輸方式、驗收價格與支付等事項）以另行簽訂的產品採購 / 銷售合同為準。
    2、定價原則和依據
    協議項下的各種產品的定價，須按如下的總原則和順序確定：凡政府（含
地方政府）有定價的，執行政府定價；凡無該等政府定價的，執行政府指導
價範圍內的價格；凡無該等政府指導價的，執行市場價的價格；前三者都沒
有的，執行協議價。雙方同意，若市場發生重大變化而影響產品的成本價格，
雙方應在遵守簽署定價原則規定的前提下，通過協商對協議有關條文作出修
改或撤銷本協議並重新訂立新的協議。
    3、生效條件及有效期
    協議自協議雙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權代理人簽字蓋章後成立，經本公司股
東大會批准後，於 2020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協議有效期為三年。協議在有效
期內，故無需再報請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四、進行關聯交易的目的以及關聯交易對上市公司的影響情況
    本公司控股的上海三菱電梯已經擁有成熟的電梯銷售網絡以及安裝、維
保體系，三菱上海機電電梯無需再花費巨大的投資、精力和時間重復構建相
應的網絡和體系，三菱上海機電電梯將其生產的高端電梯整機銷售給上海三
菱電梯，藉由上海三菱電梯的銷售網絡以及安裝、維保體系推向市場，合理、
充分地利用的現有資源。上海三菱電梯的自有品牌產品和三菱上海機電電梯
的外資品牌產品針對不同目標客戶的需求，實現了差異化競爭，雙方形成了
合作、共贏的局面。
    上述日常關聯交易為本公司生產經營所需要，符合正常商業條款及公平
原則並在框架協議及相關具體交易協議的基礎上進行，交易條件及定價公允，
並按照相關規定履行批准程序，不存在損害本公司和股東利益的情形，進行
相關日常關聯交易有利於本公司生產經營持續、穩定發展。

    五、獨立董事的意見
    本公司獨立董事認為上述日常關聯交易的審議程序符合法律法規、規範
性文件及本公司章程的規定，相關關聯交易協議乃於本公司日常及一般業務
過程中訂立，其條款公平合理並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相關交易的年度金額
上限合理，進行相關關聯交易符合本公司和全體股東的利益。

    六、備查文件目錄
    本公司第九屆董事會第十三次會議決議。

    特此公告。

上海機電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二〇二〇年五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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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機電股份有限公司日常關聯交易補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
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
責任。

    本公司於 2020 年 4 月 29 日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www.sse.com.
cn）刊登了《上海機電日常關聯交易公告》（公告編號：臨 2020-006），
現對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三菱電梯有限公司（本公司持有 52%股權，以下
簡稱：上海三菱電梯）向三菱電機上海機電電梯有限公司（本公司持有 40%
股權，以下簡稱：三菱上海機電電梯）採購及銷售商品的關聯交易補充披露
如下：

    一、日常關聯交易基本情況
    （一）日常關聯交易履行的審議程序
    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以下簡稱：上市規則）及《上
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關聯交易實施指引》（以下簡稱：關聯交易實施指引）
的要求，為了規範本公司日常關聯交易行為，2020 年 4月 27 日本公司九屆
十三次董事會審議通過了相關日常關聯交易議案，公司擬對以下日常關聯交
易事項進行調整：
    由於公司電梯業務的發展需要，預計上海三菱電梯向三菱上海機電電梯
採購及銷售商品的關聯交易將呈增長趨勢並超出股東大會批准的預計上限。
為了規範公司日常關聯交易行為，上海三菱電梯與三菱上海機電電梯之間發
生的 2020 年度、2021 年度、2022 年度關聯採購及銷售金額上限將重新作
出合理預計。
    三菱上海機電電梯的控股股東持有上海三菱電梯 10%以上的股權，根據
上市規則及關聯交易實施指引，上海三菱電梯與三菱上海機電電梯簽署協議
並進行日常持續交易構成本公司的日常關聯交易。相關關聯董事萬忠培先生
在審議上述事項時須回避表決。
    本公司獨立董事認為上述日常關聯交易協議乃於本公司日常及一般業務
過程中訂立，其條款公平合理並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相關交易的年度金額
上限合理，進行相關關聯交易符合本公司和全體股東的利益。
根據上市規則的有關規定，上述日常關聯交易事項尚須獲得本公司股東大會
的批准。

    （二）日常關聯交易的預計和執行情況

關聯交易類別 關聯人 2019 年預計金額 2019 年實際發生金額

向關聯人採購電梯
產品 三菱上海機電電梯 　50億元 　26.32 億元

    上海三菱電梯 2019 年度向三菱上海機電電梯關聯採購主要是採購其高端
品牌的電梯產品，由於受電梯高端市場需求的影響，使得預計與實際發生金
額形成差異。

    （三）2020 年度日常關聯交易預計金額

關聯交易類別 關聯人 2020 年預計金額 2019 年實際發生
金額

向關聯人採購電梯產品 三菱上海機電電梯 35億元　 26.32 億元　

向關聯人銷售電梯產品 三菱上海機電電梯 3億元　 0　

合計 　 38億元 26.32 億元

    1、2020 年與 2019 年同比，預計電梯高端市場需求有所增長。
    2、上海三菱電梯向三菱上海機電電梯銷售部分自產的電梯零部件，使得
三菱上海機電電梯能夠降低產品成本，增強市場競爭能力。

    二、關聯方介紹

    三菱電機上海機電電梯有限公司，註冊地址：上海市閔行區中春路 1211
號；註冊資本：5,300 萬美元；企業類型：有限責任公司 ( 中外合資 )；法定
代表人：萬忠培；主營業務：電梯及大樓管理系統以及其零部件的製造及銷售；
電梯、自動扶梯、自動人行道以及大樓管理系統的相關產品及零部件的銷售；
提供有關上述所有設備的非標工程設計、安裝、改造、質量管理、維修、保
養等服務（涉及行政許可的憑許可證經營）；以及上述所有設備相關的應用
開發、要素技術開發（包括軟件開發）等受託的開發。
    截止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三菱上海機電電梯總資產 18.81 億元，淨
資產 11.39 億元，營業收入 28.14 億元，淨利潤 956.94 萬元。

    三、關聯交易的主要內容和定價政策
    上海三菱電梯與三菱上海機電電梯的《採購框架協議》和《銷售框架協
議》
    1、基本內容
    上海三菱電梯按非獨家方式向三菱上海機電電梯採購 / 銷售的產品，包括
但不限於電梯產品和相關服務等。協議表達了雙方就產品採購 / 銷售事宜達成
的合作共識，具體的權利義務（包括但不限於產品的品名、規格、標準、運
輸方式、驗收價格與支付等事項）以另行簽訂的產品採購 / 銷售合同為準。
    2、定價原則和依據
    協議項下的各種產品的定價，須按如下的總原則和順序確定：凡政府（含
地方政府）有定價的，執行政府定價；凡無該等政府定價的，執行政府指導
價範圍內的價格；凡無該等政府指導價的，執行市場價的價格；前三者都沒
有的，執行協議價。雙方同意，若市場發生重大變化而影響產品的成本價格，
雙方應在遵守簽署定價原則規定的前提下，通過協商對協議有關條文作出修
改或撤銷本協議並重新訂立新的協議。
    3、生效條件及有效期
    協議自協議雙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權代理人簽字蓋章後成立，經本公司股
東大會批准後，於 2020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協議有效期為三年。協議在有效
期內，故無需再報請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四、進行關聯交易的目的以及關聯交易對上市公司的影響情況
    本公司控股的上海三菱電梯已經擁有成熟的電梯銷售網絡以及安裝、維
保體系，三菱上海機電電梯無需再花費巨大的投資、精力和時間重復構建相
應的網絡和體系，三菱上海機電電梯將其生產的高端電梯整機銷售給上海三
菱電梯，藉由上海三菱電梯的銷售網絡以及安裝、維保體系推向市場，合理、
充分地利用的現有資源。上海三菱電梯的自有品牌產品和三菱上海機電電梯
的外資品牌產品針對不同目標客戶的需求，實現了差異化競爭，雙方形成了
合作、共贏的局面。
    上述日常關聯交易為本公司生產經營所需要，符合正常商業條款及公平
原則並在框架協議及相關具體交易協議的基礎上進行，交易條件及定價公允，
並按照相關規定履行批准程序，不存在損害本公司和股東利益的情形，進行
相關日常關聯交易有利於本公司生產經營持續、穩定發展。

    五、獨立董事的意見
    本公司獨立董事認為上述日常關聯交易的審議程序符合法律法規、規範
性文件及本公司章程的規定，相關關聯交易協議乃於本公司日常及一般業務
過程中訂立，其條款公平合理並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相關交易的年度金額
上限合理，進行相關關聯交易符合本公司和全體股東的利益。

    六、備查文件目錄
    本公司第九屆董事會第十三次會議決議。

    特此公告。

上海機電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二〇二〇年五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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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機電股份有限公司日常關聯交易補充公告

THE ANNOUNCEMENT OF RESOLUTIONS OF GENERAL MEETING
HAINAN AIRLINES HOLDING COMPANY LIMITED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Hainan Airlines Holding Company Limited and its entire directors guarantee that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omission, fictitious description or serious misleading of information in this announcement and they will take both 
individual and joint responsibilities for the truthfulness, accuracy and completeness of the content.

Important Notice: 
●●  No objection was presented at the meeting.
1. Convening and Presentation of the Meeting
1.1 Time: On April 30, 2020
1.2 Place: at the Conference hall of the Haihang Mansion, No. 7 Guoxing Avenue, Haikou, Hainan Province
1.3 Particulars of ordinary shareholders participated the meeting and priority shareholders resumed voting right:

1. Total amount of shareholders and proxies participated the meeting 38
Incl.: Shareholders of A-share 38
         Shareholders of B-share 0
2. Total share amount with voting power held by the shareholders participated the meeting 718,346,267
Incl.: Total share amount held by the shareholder of A-share 718,346,267
         Total share amount held by the shareholder of B-share 0
3. Percentage of the shares with voting power held by the participated shareholders to the total 
amount of shares with voting power (%) 5.8274

Incl.: Percentage of A-share (%) 5.8274
         Percentage of B-share (%) 0

1.4 This extraordinary general meeting was called by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nd presided by Mr. Liu Weijing (Executive 
Chairman of the Board). Both on-site and on-line voting methods were adopted. The convening and voting of the meeting 
conform to the regulations of the Company Law and the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It is legal and effective.

1.5 People Attending the Meeting
① Two of nine directors (in office) participated the meeting Xu Jun, Chen Ming, Wu Xiaoxi, Zhang Zhigang, Liu Jichun, Xu 

Jingchang, and ZhangYing were unable to participate as some urgent businesses detained them.
② Three of five supervisors (in office) participated the meeting. Guo Yun and Cao Jingfei were unable to participate as some 

urgent businesses detained them.
③ Vice president & secretary to the board of directors, Li Xiaofeng, participated the meeting. Zhang Hongqing (CFO) 

attended the meeting. 
2. Deliberation of the Proposals
2.1 Non-cumulative voting proposal
2.1.1 The Report on Equity Transfer of Sub-subsidiaries
Voting result: Passed 
Votes counting:

Shareholders
Affirmative Votes Dissenting Votes Abstaining Votes

Votes Percentage(%) Votes Percentage(%) Votes Percentage(%)
Shareholder of A-share 714,746,367 99.4988 3,599,800 0.5011 100 0.0001
Shareholder of B-share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Total 714,746,367 99.4988 3,599,800 0.5011 100 0.0001

2.2 Specifications on voting related matter
Important event ( Votes of shareholders with less than 5% shareholding percentage)

No. Proposal
Affirmative Votes Dissenting Votes Abstaining Votes

Votes Percentage
（%）

Votes Percentage
（%）

Votes Percentage
（%）

1 The Report on Equity 
Transfer of Sub-subsidiaries 714,746,367 99.4988 3,599,800 0.5011 100 0.0001

3. Lawyer’s Witness
3.1 The Grandall Legal Group (Shanghai) witnessed the convening of this meeting.
Witness lawyers: Shi Nianqing, Wu Wenhao
3.2 Opinions of the Lawyer: Shi Nianqing and Wu Wenhao, lawyers of the Grandall Legal Group (Shanghai) issued the Legal 

Opinion. The convening, procedures of the meeting and qualifications of shareholders and their proxies conform to the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of the Company and related laws and regulations. Both the voting procedure and results of the general meeting are 
legal and effective. 

4. Documents for Reference 
4.1 Resolutions of the General Meeting;
4.2 Legal Opinions signed and stamped by the director of the Law Firm witnessed. 
4.3 Other documents required. 

                                 Hainan Airlines Holding Company Limited
                                        May 6, 2020  

根據瀚亞攜手ICICI保誠資產管理所公佈的印
度股債評價指數顯示，最新數值已來到

78.9，是繼2009金融海嘯後，首度進入「積極買
股（Aggressively invest in equities）」區域。儘管
疫情尚未結束，但印度股市已經出現超值買進訊
號，折價的好公司可以毅然買進。
印度政府為防堵疫情擴散，宣佈全境封鎖

（Lockdown）至3月5日才解封，經濟與金融政
策也馬不停蹄，不僅推出1.7兆盧比財政刺激方
案，釋出貨幣政策且放寬財政赤字來積極救市，
而崩盤的油價也讓印度央行得以喘息。印度央行
（RBI）繼3月一口氣降息三碼，印度儲備銀行4

月更推出定向長期再融資操作（TLTRO 2.0），
宣佈將逆回購利率下調了25個基點至3.75％，推
動銀行放貸予企業，另放寬外資投資公司債上限
至15％。

估值吸引 基本面佳股票可吼
印度資金遭遇外資FII大舉提款，股市遭遇強
烈拋售後，估值變得非常有吸引力，目前已經進
入「超賣區」，建議在此關頭可以積極投資股
票，基本面合理的股票正可透過便宜的估值來介
入，另外還有良好的股息收益率可期，一旦市場
恢復秩序，企業獲利將逐步反映於股價。

印股步「超賣區」 積極佈局正當時
新冠肺炎疫情影

響全球甚劇，讓資

產表現寫下許多破

天荒紀錄，例如美股頻頻熔

斷、負油價等詭譎情勢頻頻發

生，不少資產「天天都便

宜」。然而，哪些是真的值得

抄底、撿便宜的好資產呢？

■瀚亞投信

紐元上周四受制61.75美仙附近阻力，本
周初曾回落至60.10美仙附近，周二大部分
時間徘徊60.30至60.75美仙之間。新西蘭
統計局上月 20 日公佈首季通脹年率為
2.5%，顯著高於第4季的1.9%，而按季則
有0.8%升幅，為6個季度以來高點，不過
原油價格同日出現急跌，紐約期油更一度低
見負40美元水平，該因素反而拖累紐元一
度跌穿60美仙水平。
另一方面，負面消息導致歐元失守1.09
美元水平後曾向下逼近1.0825美元水平，

但市場觀望之際，不排除歐元的跌幅將趨於
放緩，美元指數在周三歐洲匯市時間依然未
能重上100水平，紐元現階段未有遭遇太大
下行壓力。
此外，紐元過去1個月升幅放緩，大致處

於59至61美仙之間的活動範圍，主要是澳
元兌紐元交叉盤同期自1.02水平大幅反彈
至上周的1.07水平5個半月高位，抑制紐元
升勢。新西蘭央行下周三將舉行政策會議，
預料紐元將暫時橫行於59.50至61.50美仙
之間。

金匯錦囊
紐元：紐元將暫時橫行於59.50至61.50美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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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向金匯
馮強

香港文匯報訊 澳門博彩（0880）昨公佈截至今年
3月31日止的第一季主要業務表現，期內受到新冠肺
炎疫情的嚴重影響，澳門娛樂場於2月份關閉15天及
實施入境限制、隔離檢疫等，導致集團第一季度之總
收益、博彩毛收益及博彩淨收益分別按年減少
62.1%、62.2%及59.8%。
財報顯示，集團經調整EBITDA由去年第一季的

10.75億元（港元，下同）減少至今年第一季的負2
億元；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由去年第一季的8.5億元
減少至今年第一季淨虧損4.09億元；集團於今年第一
季博彩毛收益佔澳門娛樂場博彩收益13.3%，於去年
第一季則為14.1%。

「上葡京」項目料年底開幕
澳博又指，繼2019年底「上葡京」項目竣工，集
團已啓動與澳門政府對項目之檢驗及申請程序。在取
得相關營運許可後，項目預期於今年底開幕。
澳博副主席兼行政總裁蘇樹輝表示，第一季的業績

反映旅遊業在COVID-19疫情下嚴重萎縮，然而，集
團對市場可望於今年稍後開始復甦持樂觀態度，主因
來自澳門及中央政府高效的防控措施。當市場回復增
長時，澳博必將成為其中主要貢獻者，與此同時，集
團的新綜合度假村「上葡京」將進一步加強公司在市
場上的優勢。

政府將放寬限聚令至8人，本地
食肆昨日最敏感，大家樂

(0341)抽升 6.6%、大快活(0052)升
3.6%、翠華(1314)升 2.9%、太興
(6811)更暴升10.2%。經營酒樓的龍
皇(8493)更大漲22.2%，連內地的飲
食股也有買盤吸納，九毛九(9922)彈
升15%，並創收市新高，呷哺呷哺
(0520)升6.3%，海底撈(6862)也進賬
2%。此外，美容院可重開，必瘦站
(1830) 獲 資金追入，股價大升
13.3%。

旅業復甦 濠賭股飆逾2%

澳門將推措施促進旅遊業復甦，
加上花旗發表報告指，據行業消
息，澳門5月首3日的賭收，達到1
億澳門元，相等於日均賭收3,300
萬澳門元，較4月的日均賭收2,500
萬澳門元高。該行又指，澳門賭收
目前受旅遊限制措施影響，故處於
極低水平，相信現時的賭客均為澳
門人，故維持5月份賭收跌94%至
15億澳門元，相等於餘下日子的日
均賭收為5,000萬澳門元，仍較4月
份大增一倍。銀娛(0027)升2.8%，
新濠(0200)升 3.5%，永利(1128)升
3.4%。

宏匯資產管理董事及投資策略總
監林嘉麒指出，美國揚言會增加中
國關稅，中美關係或再度緊張，加
上美股在業績期後受壓，市場投資
情緒降溫，也是港股後市的隱憂。
他表示，投資者在逆市下，可多留
意物管股。過去的數據顯示，物管
股一般能逆市向好，他建議股民可
選擇收入及盈利穩定，並有併購概
念的物管股。

國指回升 廣汽飆逾5%
國指昨回升1%，收報9,698點。

重磅股騰訊(0700)獲野村等大行上調

目標價，股價回升1.5%，獨力貢獻
恒指40點。美團(3690)也升3.6%，
但阿里巴巴(9988) 繼續捱沽，全日
再跌0.6%。汽車股也急彈，藍籌股
吉利(0175)及廣汽(2238)領漲，吉利
彈升4.7%，廣汽彈5.1%。
傳網易提出在港申請第二上市，

港交所(0388)漲近3%，推升恒指26
點。藍籌中表現最好的為出口股創
科(0669)，股價急彈8.9%。據大摩
引述該公司高層稱，創科電動工具
的部分銷售，在4月下旬已開始復
甦，故給予該股目標價76元，評級
為「增持」。

寬「聚」利好 餐飲美容股彈
港股周一大跌過千點後，隔晚

美股及昨午期油皆回升，加上政

府宣佈 5月 8日起放寬「限聚

令」，刺激港股昨反彈254點，

收報 23,868 點。A 股今天復

市，昨日繼續沒「北水」南下，

成交額僅705億元。由於限聚令

放寬，食肆每枱人數限制由4人

增至8人，另外，零售、美容、

食肆股皆見回升。澳門將推措施

促進旅遊業復甦，濠賭股也見反

彈。
■香港文匯報記者周紹基

■受隔晚美
股及昨午期
油皆回升及
政府宣佈放
寬 「 限 聚
令」等利好
消息刺激，
港股昨日反
彈254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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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下，澳博首季博彩淨收益按年減少
59.8%。 資料圖片

關注央行會議 紐元料暫橫行

德國最高法院周二裁
決，德國央行必須在未來
三個月內停止按照歐洲央
行的長期刺激計劃購買公
債，除非歐洲央行能證明
其必要性。但法官稱，他
們的決定不適用於歐洲央
行最新的抗疫計劃。該計
劃上個月獲批，是一項旨
在支撐經濟的7,500億歐元
購債計劃。法官亦表示，
德國央行也必須出售已經
購入的債券，不過得依照
一個與歐元區其他國家
「協調一致的策略」，這
可能是一個長期策略。
在德國法院宣佈央行購

債違憲後，歐元兌美元拋
盤加劇，跌見至1.08水平
附近，脫離上周五高位
1.1017。技術圖表所見，隨
着本周歐元掉頭回落，RSI
及隨機指數亦相應自超買
區域下滑，預示歐元兌美
元將續見下跌壓力。下方

較大支撐料為1.0720，下一級看至3
月低位1.0635以至1.05水平。上望
較大阻力料為1.10及 250天平均線
1.1075，進一步看至1.12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