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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僅供參考之用                      每週市場評論                2019 年 02 月 18 日（星期一） 

後市預測                                       過去一週指數表現 

上週本欄已提到美企 Q4 業績潮接近完結，由於券商多調低預測，令大部

企業表現符合市場預期，但中美貿易戰影響即將在首季逐步浮現，而一月

份美股升多跌少，令大市感受到調整壓力。年假後 A 股復市，全週先髙後

低，跌穿 2700 點水平，本港方面，恆指一月份上升 3400 點，多隻重磅股

急升後出現超買情况，技術調整已逼到眉羽間，上週恒指失守 10 天平均

缐，騰讯（700）領跌，連同多隻內房、內銀及內險股都同様跌穿 10 天平

均缐水平。 展望本週，傳上週五由於中美貿談取得進展，美股造好，有

望刺激週一港股回升，但 10 天缐反成為短期阻力位，如果是短缐投機者，

要抓緊瞬間的買賣時機，若大市未能借勢重上 10 天平均線，便變成跌穿 1

月份開展的上升軌，會令資金獲利流出，短期支持位為 27600 點。除此以

外，上週有提到細價股異動，本週建議無論輸贏亦要嚴守止蝕計數，或可

換馬至防守性強嘅股份，如公路、基建等。再者，近期汽車股及教育股受

惠政策，表現偏強，多隻領先股都能守住 10 天，如果本週能逆市守住 10

天缐之上，可視為中缐持有。  

各地指數 收報        升/跌 

恒生指數 27,900 ▼46 

國企指數 10,937 ▼19 

上證綜合指數 2,682 ▲64 

日經平均指數 20,900 ▲567 

道瓊斯指數 25,883 ▲777 

納斯達克指數 7,472 ▲174 

標準普爾 500 指數 2,775 ▲68 

英國富時 100 指數 7,236 ▲165 

巴黎 CAC 指數 5,153 ▲192 

德國 DAX 指數 11,299 ▲393 

 

本週焦點數據 

 財經數據 業績公佈 

（02 月 18 日） 

星期一 

日本公佈 1 月全國大型零售商銷售 

美國休市 

越秀交通基建(1052) 、正大企業國際(3839)  

（02 月 19 日） 

星期二 

歐元區公佈 12 月季調後經常帳、2 月 ZEW 經濟景氣指數、12

月建築業產出 

匯豐控股(5)、恒生銀行(11) 、中國多金屬礦

業(2133) 

（02 月 20 日） 

星期三 

美國公佈截至當週 API 汽油、原油、精煉油庫存、 

歐元區公佈 2 月消費者信心指數、 

日本公佈 1 月商品貿易帳 

堡獅龍(592)、中信大錳(1091)、 

匯銀智慧(1280) 、新興印刷(1975) 、 

電訊首科(3997) 、電訊數碼(6033) 

（02 月 21 日） 

星期四 

美國公佈截至當周初請失業金人數、EIA 天然氣庫存、2 月

Markit 採購經理指數、費城聯儲製造業指數、1 月成屋銷售、

諮商會滯後指標、12 月耐用品訂單、 

 歐元區公佈 2 月 Markit 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 

希慎興業(14)、黛麗斯（333）、南順（411）

、盈科大衍地產發展（432）、ASM Pacific 

Technology Ltd（522）、聯想集團(992) 、 

冠君產業信託(2778) 、百盛商業(3368) 

（02 月 22 日） 

星期五 

美國公佈截至當週 EIA 原油、汽油、精煉油庫存、 

歐元區公佈 1 月 CPI、 

日本公佈 1 月 CPI 

金粵控股（70）、宏輝集團(183)  

錦藝(565)、新意網集團(1686)  

金沙中國(1928) 、卡賓服飾(2030)  

HSSP Intl (3626) 、香港電訊(6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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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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11):  收報 28,143 點，升 197 點, 成交 881 億元 

週二 (02/12):  收報 28,171 點，升 27 點,  成交 960 億元 

週三 (02/13):  收報 28,497 點，升 326 點, 成交 1,210 億元 

週四 (02/14):  收報 28,432 點，跌 65 點,  成交 1,038 億元 

週五 (02/15):  收報 27,900 點，跌 531 點, 成交 1,022 億元 

 

上週焦點 

 上週五，中美貿易談判的進展令市場情緒樂觀，美股收高。特朗普宣布美國進入國家緊急狀態以獲

得邊境牆建設資金。而中美關係消息面上， 為期兩天的磋商結束，習近平也會見了美國貿易代表和

財長。據稱，在重要和困難的問題上取得了新的進展，而中美經商團隊下週將在華盛頓見面。另外，

銀保監會在官網披露郵儲銀行正式入列“六大國有行”。A 股上週，週前曾上 2700 點，但隨後失守

2700 點。有分析指，此次下跌主要原因是春節過後行情持續大漲，投資者變得謹慎，不少獲利離場。 

 

 上週恆生指數曾重上 28000 點關口，市場的亢奮情緒也持續了幾天。各大板塊也有不錯的升幅。包

括蘋果概念、生物科技、建材水泥、新能源汽車、中資券商股等。其中消息面上， 國務院在 13 號

印發《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推進高等職業教育高質量的發展，刺激教育板塊大漲。其中

澳洲成峰教育曾大漲 20%。但在週五，由於美國零售數據欠佳，三股指收跌。也抹去了港 A 兩股市

的週前的不少升幅， 藍籌板塊幾乎全部收跌，恆指收跌近 2%。 

 

 由於此前美聯儲官員戴利認為美聯儲年內不加息的可能性較大，週五收盤，美匯指數一度急挫，失

守 97 關口，但同時金價大漲創二週新高。而原油方面，雖然美國石油活躍鑽井數再度增長，但減產

行動的樂觀以及中美貿易談判釋放積極信號均為上週油價提供強勁支撐，而美元回落也對油價有所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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