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受到中美多項利好消息推動，

港股12日大升逾660點，重上

二萬四，成交增至 1,538 億元（港

元，下同）。美國中概股回勇，加上馬

雲及馬化騰相繼亮相，引發投資者憧憬

行業監管鬆手，科技股成為12日港股

升市火車頭，阿里巴巴及騰訊分別升

5.89% 及4.52%。市場人士指出，恒指

重返24,000點之上並重越50天線，加

上交投回升，若情況持續，有望支持港

股突破，上望阻力為100天線(24,667

點)。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我又出現了#

科技股12日表現突出
股份

京東
美團
萬國數據
閱文
微盟
網易
華虹
快手
金山
百度
嗶哩嗶哩
阿里巴巴
攜程
騰訊
同程
比亞迪電子
阿里健康
小米

收報(港元)
305.20

227
45.80
53.10
8.03

168.30
40.70
85.65
37.25
155.40

333
133

194.70
480.80
14.60
27.85
7.29
18.82

升幅(%)
11
9.1
8.5
8

7.1
6.8
6.4
6.4
6.1
6.1
6.1
5.9
5.4
4.5
4.1
4.1
3.7
3.6

美國聯儲局主席鮑威爾在連任提名
聽證會上對加息的言論突轉溫

和，指美國經濟應該能經受住目前病例
激增的考驗，此輪感染只會產生「短
暫」影響，而且經濟已為開始收緊貨幣
政策作好準備。
他並指美聯儲能夠在不損害美國經濟

的情況下，完成降低40年高通脹的棘
手任務。分析師認為，與上次在去年12
月聽到鮑威爾的講話相比，緊縮政策的
迫切感沒有明顯增強。

內地CPI升幅低過預期利好
鮑威爾的鴿派言論刺激隔夜美股向

好，中概股回勇，連市傳開始磋商在港
上市安排的滴滴ADR也升4.9%，加上
內地上月CPI升幅僅1.5%，低過市場
預期，A股全線向好，推動港股大爆
發。港股12日高開高走，大升663點，
並以全日高位24,402點報收，升幅是逾
3個月來最大，成交增至1,538億元，
「北水」淨流入較對上一日多近兩倍，
有近53億元。
市場人士指出，恒指重返24,000點之

上並重越50天線，加上交投回升，若情
況持續，有望支持港股突破，上望阻力
為100天線(24,667點)。寶鉅證券董事及
首席投資總監黃敏碩指出，很多新經濟
股可能已短期見底，若資金能夠繼續推
動，且恒指能夠站穩24,000點以上，大
市有機會下一步突破100天線水平。

「騰訊只是一家普通公司」
12日主板1,158隻股份上升，遠多於

下跌的616隻。科技股成升市火車頭(見
表)。馬雲公益基金會微博顯示，馬雲1
月 10日亮相海南參與「鄉村教師計
劃」，並現身在海南鄉村小學「暢好中
心學校」參與會議，這是去年10月他歐
遊後首度在內地露面；另據媒體稱，馬
化騰在2021年員工大會表態稱，騰訊只
是國家社會大發展期間的一家普通公
司，是國家發展浪潮下的受益者，並不

是什麼基礎服務，隨時
都可以被替換；未來，
騰訊在服務國家和社會
的時候，要做到不缺
位、做到位、不越位，
做好助手、做好連接
器。相關消息被投資者
解讀為內地今年對行業
監管放鬆的信號。
恒生科指12日急漲

5%，一洗近月頹風，
收報5,899點。當中京
東急升10.98%，美團
漲9.14%，是藍籌及科
指升幅榜首兩位。網易
亦升6.79%，阿里巴巴
升 5.89% ， 騰 訊 升
4.52%。其他個股，中
海油受惠派息承諾及油
價揚升，股價再升
6.77%；發盈喜的中石油亦升3.24%。

科技行業監管政策料未放鬆
申萬宏源投資顧問服務部主管麥嘉嘉

指出，內房股之前屬技術反彈，本身質
素難以支持股價持續回升，她相信科技
股的反彈，也是同一原理。事實上，科
技板塊仍受反壟斷等行業監管政策所影
響，加上宏觀市場存在高度不明朗，尤
其是流動性預期可能需要重估，貿易摩
擦、疫情、地緣政局等因素對市場的潛
在衝擊也大，故她仍建議股民以高息股
作為倉底，因高息股擁有較高的配置價
值，建議關注公用股、金融股等高息板
塊。
事實上，近月市場人士多了推介高息

股，好像港交所資料披露，著名獨立股
評人David Webb在2021年全年共增持
11隻股份，當中不乏高息股，最高一隻
甚至超過11厘息。當中便包括了佐丹
奴、同得仕、國際家居、龍記等，而國
際家居及龍記的息率更分別達到10.6%
及11.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
近日港股表現回勇，部分投資者
希望透過窩輪及牛熊證以小博
大，賺錢過肥年。法興證券上市
產品銷售部董事周翰宏 12日表
示，雖然新冠肺炎疫情持續、聯
儲局預期將於今年加息和縮表等
因素影響港股表現，但恒指再出
現暴跌的機會不大，因為相關因
素已開始在股票價格上反映。他
預期港股今年會有波動，但波動
情況應不會加劇。該行預計恒指
今年最牛看28,200點。輪證成交
額將會連續三年上升，佔大市的
總成交比例也會錄得反彈，重回
至約15%。

輪證成交佔比料升至15%
周翰宏表示，今年值得留意的

四大板塊及投資主題包括：息口
敏感的銀行類股、A股相關金融類
股、綠色能源和EV產業相關股，
以及ATMX為首的平台新經濟股
等。這些股份包括滙豐、恒生、
中銀香港、中信証券、海通證
券、南方A50、華夏滬深三百、比
亞迪、贛鋒鋰業、小鵬、理想、

信義光能、大唐新能源、龍源電
力、金風科技、騰訊、阿里巴
巴、美團及小米。
此外，周翰宏預期，輪證成交

額將會連續三年上升，佔大市的
總成交比例也會錄得反彈，重回
至約15%。其中，ATMX輪證成
交額及成交佔比相信將會持續增
加。
法興證券上市產品銷售部副總

裁蔡秀虹12日則表示，回顧2021
年，窩輪成交金額及佔比重新超
越牛熊證，窩輪總成交金額同比
上升19.1%至26,428億港元，佔大
市成交比例6.4%；牛熊證佔大市
成交比例則下降至5.3%。正如法
興證券於去年初的預期，輪證於
2021年的總成交金額輕微上升惟
佔比下降，輪證總成交金額同比
上升6.8%，惟佔大市的比例則由
2020年的14.1%下降至2021年的
11.7%。值得注意的是，去年輪證
新上市產品數目再創新高，逼近
60,000隻。同時，整體輪證市場
的焦點維持集中於科技股板塊，
其中行業巨頭騰訊、阿里巴巴及
美團窩輪成交合計佔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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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翰宏(右)
料恒指再出現
暴跌的機會不
大。左為蔡秀
虹，中為法興
上市產品銷售
部亞太區主管
陳其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近日港
股表現回勇，投資者關心此好勢頭能否持
續。
花旗銀行財富管理業務高級投資策略師

陳正犖12日表示，從政策面、估值及技術
三方面來看均對港股有利。該行料恒指今
年中有機會升至26,000點，今年底或可上
望28,000點。
陳正犖12日續指，隨着內地去年底國策

轉向，對科技企業等監管政策轉穩，加上

今年是中共二十大，料國策會轉趨放鬆。
他指內地與香港股市有追落後的空間，但
呼籲投資者不要過分樂觀，切記分散投
資。
花旗銀行投資策略及環球財富策劃部主

管廖嘉豪12日則表示，預期今年實質利率
仍低企，可能繼續處於負數，以及企業盈
利增長仍然強勁，故建議投資者今年應增
持股票，並減持債券。
該行看好優質大型股（特別是在美國股

市）、環球派息穩健增長股、環球醫療保
健股、清潔能源行業和支持向可持續世界
過渡的相關股票。

料聯儲局今年加息4次
另外，市場預期美國聯儲局將於今年開

始加息縮表。對此，廖嘉豪表示，預計今
年聯儲局可能會加息4次，最快會在今年3
月加第一次息；另預計6月份會宣布縮
表，並在7月參開始實行縮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中國海洋
石油11日公布擬於派發2021年末期息時，
加派上市廿周年特別股息及今年擬回購股
份，大行普遍對此做法表示歡迎，並認為
回購計劃有驚喜，相信市場對該公司的股
價會有積極反應，大行紛紛給予「買入」
評級。受消息刺激，中海油12日最高曾見
9.52元（港元，下同），曾漲11%，股價
見10個月高位，收報9.15元，升6.8%。瑞
信12日發表研究報告指出，中海油策略重
點是公司對派息及回購的承諾，是該公司

史上首次，該行認為中海油有關策略將受
到市場歡迎，該行上調中海油目標價由13
元上調至13.3元，並指中海油的股價被嚴
重低估，維持對其「跑贏大市」評級。
摩根大通指，市場對中海油戰略目標預

期會有正面反應，而且中海油今年生產目
標超出預期，看到中海油有潛力超過其早
前訂立的2025年長期生產目標，維持中海
油「增持」評級，目標價11元。
高盛則指出，中海油新派息目標令今年

至明年的股息收益率將最少達到11%，高

於該行早前預期的8%至9%，而且該集團
的戰略部署有助提高其產量，高盛給予中
海油「買入」評級，維持目標價11.7元。

滙豐：要面對油價低於預期
滙豐環球研究則認為，去年中海油的原

油產量領先，相信公司的生產增長可由今
年持續至2024年，並維持「買入」評級，
目標價11.6元。不過，滙豐指出中海油仍
然要面對油價低於預期、生產中斷、成本
上升和外部融資成本等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市場
預期美國聯儲局將提早加息，美股在
踏入2022年後波動性明顯增加。研究
美股多年的惠峰國際董事張玉峰仍看
好美股今年表現，但預料美股波幅會
較去年大，並且上落頻繁。惟認為這
不是壞事，只因投機氣氛濃厚，正可
以時刻提醒投資者，買賣需要更留神
與審慎。他相信，道指今年目標可達
37,000點，標指達4,800至4,900點，
惟這些目標並沒將聯儲局加速升息的
因素囊括在內。

中美貿易戰仍會是焦點
目前美國通脹高企，但從當地的宏

觀經濟來看，他看不到有多次升息的
可能性。張玉峰認為，現時的通脹只
屬暫時性，要為此而加息以壓抑短期
通脹，理由並不充分，聯儲局近期讓外
界有偏「鷹」的印象，相信只是「出口
術」。「就算美國加息，今年最多只
會加1至2次，若提早完成『縮表』，對
股市的影響僅三四日。」當前美國最
應優先處理的是市場供需、物流貨運
等問題，這是推高通脹的主因之一，
只要解決了供應鏈問題，其他經濟問

題可望自然理順。
張玉峰提醒，中美貿易戰仍會在今

年持續，且較難在短期內解決，相信
此問題仍會是全球經濟的焦點，故
此，他警告投資者不要沾手在美國上
市中概股。

元宇宙熱撐美股投資氣氛
自從臉書(Facebook)去年改名做Me-

ta後，市場對元宇宙概念的討論度快
速飆升，美國投資者都立即在當地股
市內「尋寶」，元宇宙概念股在短時
間內暴漲。張玉峰預期，元宇宙投資
熱在今年會繼續，某程度上支撐了美
股上半年的投資氣氛。他看好金融科
技、SaaS(軟件即服務)、電動車、疫情
復甦概念等板塊。在眾多元宇宙概念
股中，他最看好科技龍頭公司，包括
蘋果、英偉達(NVIDIA)、超微半導體
(AMD)，以及微軟，當中也由於有關
公司的現金流充足，可支持大量研發
項目。他又預期，今年將出現元宇宙
相關的併購案，其中蘋果與微軟最有
可能出現大額收購，主要因為蘋果急
需由手機廠轉型，而元宇宙勢必成為
該公司的目標市場。

花旗建議今年多買股減揸債

中海油擬派特息回購 大行唱好 惠峰：美股波幅將加大

「雙馬」亮相惹憧憬 科指飆5%
鮑威爾放鴿 北水加持港股彈660點

馬化騰：

騰訊只是一間普通公司

隨時都可以被替換

馬雲：

●● 馬雲馬雲（（中中））
現身海南一學現身海南一學
校校。。 馬雲公益馬雲公益
基金會微博圖片基金會微博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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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指從近日低位回升逾1600點
12日收報24,402
按日升663點

1月6日盤中
低見22,709

點

24,000

23,250

2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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