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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僅供參考之用                      每週市場評論                2019 年 05 月 06 日（星期一） 

後市預測                                       過去一週指數表現 

非農就業數據理想，失業率創 40 年以來新低，美股五大龍

頭 FAANG 股價亦繼續向好，令上週五道指再升 197 點，報

29,504.95，納指升 127.22，報 8,164 點水平，而港股亦因為

匯控（005）及恆生（011）績優而擺脫大市悶局，恒指升

187 點，重上 30,081 點水平。展望本週，原先港股會承接外

圍造好，其次是黃金週假期完結，南向資金重新釋放而造

好，但由於特朗普於週日突然宣佈強徵中國 25%關税，消

息一出，全球市場應聲倒下，港股定必首當其衝，尤其受

貿戰影響的股份，投資者應該會無所適從，已入市者要嚴

守止蝕。 

 

各地指數 收報        升/跌 

恒生指數 30,081 ▲476 

國企指數 11,575 ▲65 

上證綜合指數 3,078 ▼8 

日經平均指數 22,258 0 

道瓊斯指數 26,504 ▼39 

納斯達克指數 8,164 ▲18 

標準普爾 500 指數 2,945 ▲6 

英國富時 100 指數 7,380 ▼48 

巴黎 CAC 指數 5,548 ▼21 

德國 DAX 指數 12,412 ▲97 

 

本週焦點數據 

 財經數據 業績公佈 

（05 月 06 日） 

星期一 

香港公佈 4 月採購經理人指數、 

中國公佈 4 月財新服務業、綜合採購經理人指數、外匯儲備、 

歐元區公佈 3 月零售銷售、4 月 Markit 綜合採購經理人指數、        5

月 Sentix 投資者信心指數 

\ 

（05 月 07 日） 

星期二 

美國公佈 3 月 JOLTs 職位空缺、 

日本公佈 4 月日經/Markit 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中電控股（2） 

 

（05 月 08 日） 

星期三 

中國公佈 4 月貿易帳、進出口年率、 

美國公佈截至當週 API 和 EIA 汽油、原油、精煉油庫存、 

日本公佈 4 月日經/Markit 服務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港交所(388) 、                 

中芯國際（981） 

（05 月 09 日） 

星期四 

中國公佈 4 月社會融資規模、M2 貨幣供應、生產者和消費者物價指數、 

美國公佈 3 月貿易帳、4 月生產者物價指數、                      截

至當周初請失業金人數、3 月批發庫存、 

日本公佈 4 月家庭消費者信心指數 

華虹半導體(1347)、                

日清食品（1475）、 

百濟神州（6160） 

（05 月 10 日） 

星期五 

中國公佈 4 月實際外商直接投資、 

美國公佈 4 月生產者物價指數、實際週薪 

卜蜂國際（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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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大市回顧 

恒生指數過去六個月圖表（日線圖）  

 

                                                                      資料來源： aastocks 

週一 (04/29):  收報 29,892 點，升 287 點,  成交 747 億元 

週二 (04/30):  收報 29,699 點，跌 193 點,  成交 739 億元 

週三 (05/01):  休市 

週四 (05/02):  收報 29,944 點，升 245 點,  成交 715 億元 

週五 (05/03):  收報 30,081 點，升 137 點,  成交 667 億元 

 

上週焦點 

➢ 美股週五收高，道指上漲近 200 點。美國 4 月非農就業人數增 26.3 萬遠超預期，失業率創 49 年以

來新低。美聯儲週三宣佈維持聯邦基準利率不變，重申在決定未來利率行動時保持“耐心”。據《華

爾街日報》報導，美國考慮對伊朗出口更廣泛制裁，以阻止該國從石化產品到消費品出口。A 股上

週五一假期，從上週三起開始休市。中國科技公司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行可轉換債券。今年以來

科技公司已通過該市場籌集 34 億美元，幾乎是 18 年兩倍。4 月深圳一手房成交量同比增 4 成，二

手房成交創 16 個月新高。 

➢ 香港今年第一季度 GDP 同比增長 0.5%，遠低預期 1.9%，創下全球金融危機餘波仍在 2009 年以來

最低水平。上週五，港股全天低開高走，恒指漲 0.45%，報 30081.55 點。全日主板成交量僅 667.17

億港元。比較值得注意的是匯豐（5）午後公布業績，母公司普通股東應佔利潤 41.34 億美元，同比

增長 33.9%。匯豐（5）收漲 2%，恒生（11）漲 4%，同時也帶動銀行板塊大漲。另外芯片板塊受

熱捧，中芯國際（981）更是連升 5 天，週五全日收漲 7%，報 9.12 港元。德勤預期，今年全年半導

體行業總收入增至 5150 億美元，較去年增約 7%。個股方面，特步（1368）週五暴漲 8.5%，宣布將

通過內部資金全資收購持有 K-Swiss 和 Palladium 等品牌的 E-Land Footwear USA(E-Land 美國)的所

有股權。中國平安(2318.HK)首季淨利潤 455.17 億元人幣， 增長 77.1%。 

➢ 世界黃金協會上週四的一份報告中表示，第一季度全球黃金儲量增加 145.5 噸，比去年同期增長

68%。黃金期貨價格週五收高，但上週仍然錄得過去 6 週內的第五週下跌。原油期貨價格週五收高，

關於沙特阿拉伯和其他產油國是否會填補伊朗和委內瑞拉的石油損失的不確定性繼續困擾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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