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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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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股



Cr 叫e。ii & Natural Gas

Brent Crude (ICE﹜

Gold

INDEX

GC1:COM

G old ﹛C om ex)

UNITS

USD/t oz.

PRICE

1,728.80

CHANGE

-46.60

%CHANGE

-2.62%

CONTRACT

Apr 2021

INDEX

CL1:COM

UNITS

USO/bbl.

PRICE

61.50

CHANGE

-2.03

%CHANGE

-3.20%

CONTRACT

Apr 2021

TIME

﹛EST﹜

2/26/2021
WTI Crude Oi l (Nymex)

C01:COM USO/bbl. 64.42 -1.69 -2.56% May 2021 2/26/2021

TIME﹛EST﹜

2/26/202 1



Investing.com 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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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新聞



北水1周走127億 牛市指標恐轉弱
恒指瀉逾千點失29000關 退守50天
綫





1周挫1664點 2月升幅近蒸發

• 港股「牛市推手」北水吸資勢頭逆轉，全周走資127億元，昨淨走76億元，加上環球股市震盪，港股承接外圍跌
勢，急瀉逾千點，失守29000關，考驗28500關支持。

• 外圍昨走勢續弱，拖累恒指夜期午市下跌，截至昨晚11時30分，恒指夜期跌138點，報28821點。

• 1周挫1664點 2月升幅近蒸發

• 美國10年債息隔夜急升，為股市添壓，科技股昨成重災區，恒生科技指數成分股全綫見紅，全日跌5.7%或542 
點，龍頭科技股ATMXJ(即騰訊（00700）、阿里巴巴（09988）、美團（03690）、小米（01810）及京東
（09618）)跌逾4%至8%不等。恒指亦以全日低位收市，挫1,093點或3.6%，全周跌1,664點，蒸發2月大部分
升幅。

• 年初至今，北水動輒百億湧港，帶動港股走向牛市，惟近期港股市場波動大、北水基金限制申購，以及資金輪換
至舊經濟股，北水「水喉」大縮。港交所（00388）昨成為北水沽貨重點，錄得27億元淨流出，全周累沽約69  
億元。

• 貴為「北水愛股」的騰訊昨吸498萬元，但全周罕有錄得20.5億元淨流出。美團沽壓更重，北水全周淨走79億元，
小米亦有27.5億元的淨沽盤。相反，中移動續見北水撑場，全周吸資39.7億元。

• 瑞士盈豐銀行執行董事韓焯林表示，A股散戶一向「追漲殺跌」，港股印花稅調高消息觸發負面情況，帶動港股
下跌，基金也要追沽。



阿里健康、龍湖及海底撈染藍
恒指成份股增至55隻



恒生指數季度
檢討結果

• 恒指公司公布恒生指數季度檢討結果，新增阿里
健康、龍湖集團及海底撈為恒指成份股，令藍籌
股總數由52隻增至55隻。3隻新加入成份股的權
重佔比，各自都不足1%。

另外，國企指數成份股加入碧桂園服務、農夫山
泉，剔除海螺創業、中石油、恒安國際及華潤燃
氣，令成份股數目由52隻減至50隻。

至於恒生科技指數加入海爾智家及萬國數據，剔
除丘鈦科技、貓眼娛樂、心動及易鑫集團，成份
股總數由32隻減至30隻。恒生綜合指數成份股
亦由493隻增加至500隻。

以上變動將於3月15日起生效。





恒指季檢結果

•恒指公司公布恒指季檢結果，除了恒指藍籌及恒生科技指數出現
變動外，市場亦關注恒生綜合指數成份股的變化，因一旦納入，
將可成為港股通潛在新貴，成為北水買貨的對象，最終生效名單
需上交所及深交所確認。恒指公司公布，恒生綜合指數成分股，
將由493隻，增加至500隻。從今次調動可見，新加入的股份以
物管、生物科技股為主，剔除的則以傳統經濟股份，包括電力、
房託及本地股為主。



但大吻業

泡泡瑪特

（6666)

（9992)

1,7641意J1﹔
1,2601意元

華潤萬豪生活 （1209) 1,0921意J1﹔
藍月亮 （6993) 927億元

敵創服務 （1516)

ESR (1821) 751億元

海爾智家 （6690) 722億元

世茂服務 （0873) 352億元

久泰邦達能源 （2798) 243億元

單鋒鍾業

雲頂新耀

（1772)

（1952)

239億元

236億元

Vesync (2148) 215億元

：在整藥業 （2096) 211億元

合景悠活 （3913) 187億元

泰格醫藥 （3347) 187億元

祥生控股 （2599) 182億元

金輝控股 （9993) 174億元

新城悅服務 （1755) 163億元



加印花稅
港股會跌?

2007年上證：

2007年5月30日 (三) 上證上調印花稅，當日收跌6.5%
2007年5月31日 (四) 次日反彈1.4%
2007年6月1日
2007年6月4日

(五) 第三日續跌2.65%  (
一) 第四日大暴跌8.26%

上星期恆指：

2021年2月24日 (三) 香港上調印花稅，當日收跌2.99%
2021年2月25日 (四) 次日反彈1.2%
2021年2月26日 (五) 第三日續跌3.64%
2021年3月1日 (一) ???????



﹛美股分析﹜



【美股分析】新一輪紓困金有望發放 德銀：
1700億美元將流入股市

• 市場持續關注新一輪經濟刺激方案進度，德銀本周發布報告指，美國新一輪的
經濟刺激方案落地後，大約有1,700億美元資金將會流入股市，為美股注入新的
流動性。

• 報告引述一個針對散戶行為的調查指，受訪者計劃將受到紓困金中的37%直接
投入股市。根據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此前提出的計劃方案，政府計劃
向 每位合資格的美國人直接派發1,400美元，涉及資金約4,650億美元，因此
德銀 股價將有1,700億美元流入股市。

• 據外媒報導，眾議院周五（26日）已經通過拜登提出的1.9萬億美元紓困方案，
並計劃於3月14日前交由拜登簽署。



地產新聞



BNO居留
權｜英地產
代理：港人
掃英國樓出
租晉身倫敦
中部第5大
外國投資群



• 香港人投資出名愛磚頭，英國政府上月底正式向港人開放「5+1」簽
證計劃後，有倫敦地產經紀透露，越來越多港人在當地買樓出租，已
經成為倫敦中部的第5大外國投資者，不少中產階層更視租金為移民英
國後的重要收入來源。

• 自從北京強推港版國安法後，隨即掀起港人移民潮，英國當局估計未
來5年將會有超過30萬港人移居當地，不少人已率先在英國置業。截至
去年8月，港人已躍升為倫敦中部的第5大外國投資者，還推高了倫敦
以外一些熱門地區的樓價。



稅務講座

移民前後的稅務規
劃



PANews





【香港經濟】
香港失業率
升0.4百分點
至7%、近17  
年高位 經
濟師：仍未

見頂

• 港府收市後公布多項經濟數據，2020年10月至
2021年1月失業率達7%，創近17年最高，最新
失業率較前一月公布的6.6%明顯增加0.4百分點，
失業人數增加7500人至25.3萬人。就業不足率為
3.8%，較前一個月公布的3.4%，同樣增加0.4個
百分點，就業不足人數為14.82萬人。有經濟師 預
測，失業率高企情況短期內將繼續維持、甚至 持
續上升，星展香港預期第一季內高位或見7.2%。

• 港府表示，大多數主要經濟行業的失業率（不經
季節性調整）及就業不足率均見上升，其中零售、
住宿及膳食服務業（失業率達11.3%）、教育業
以及藝術、娛樂及康樂活動業的失業率及就業不
足率均有相對明顯的上升。





將軍澳跨灣『聾棋銅擂』





萬噸重將軍
澳跨灣「雙
拱鋼橋」經
海路送抵香
港 工程料
2022年完成





勵志金句



勵志金句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