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宇宙」概念在海外走

紅，市場又怎會少了中國投

資者分杯羹。中國自2015

年以來嚴禁投資虛擬貨

幣，令直接炒幣的投資者大減，不過，今次中國

投資者則在A股市場上，以炒元宇宙概念股來代

替炒元宇宙的虛擬地皮及代幣，不少個股在游

資和大量散戶跟風炒作下，短短兩三個月暴

漲三四倍。其中，宣稱將打造「企業元宇

宙」場景入口的深圳創業板公司宣亞國

際，儘管去年前三季度業績虧損1,600

萬元（人民幣，下同），但股價在12

月中旬短短5個交易日就暴漲1.3

倍，中國散戶的瘋狂炒作可見一

斑。

儘管目前中國正處於寒冷的冬
天，但是A股市場卻因元宇宙

帶來火爆熱潮一浪接一浪。2021年9
月以來尤其是進入12月後，稍有一
點涉及元宇宙概念的個股均被投資者
炒上天，包括中文在線、中青寶等在
兩三個月之內暴漲兩至四倍，深圳創
業板公司宣亞國際，更是在短短5個
交易日上漲1.3倍。
在深圳從事地產工作的胡偉南，多年

來在股市追漲殺跌，結果虧多賺少。
2021年9月此次A股元宇宙概念爆發
後，他先是觀望不敢下手，11月15日在
創業板恒信東方連續拉兩個漲停後，了
解該股有元宇宙概念，估計會有一波上
漲的機會，便投資了25萬元（人民幣，
下同）殺入，買入價為15元，9天後該
股一路震盪上揚，他一度有近兩成賺
幅，十分開心。但當月25日該股升至
18.2元時，當天衝高之後就持續下挫，
連續七個交易日的調整令他寢食難安，
擔心再度大跌，忍痛在13.2元賣出，結
果由賺變蝕一成，賠了2萬多元。

概念股滿天飛 散戶追逐
胡偉南屢敗屢戰，在朋友介紹下

於去年12月6日以13.6元買入元宇
宙概念股宣亞國際，「這次真的抓
到大牛股了，12月13日起該股連
續4天每天20%的漲停，17日仍
逼近漲停，短短5個交易日竟
然暴漲 1.3 倍，達到 30.5
元，5天我賺了20萬元，
於是多次請推薦我買
股票的朋友胡吃海
喝。」

香港文匯報
記者翻查資
料，宣亞
國際從

事技術開發和服務，其業務是為政府及
國內外企業提供營銷解決方案、營銷技
術運營和數據技術產品服務等，2021年
前三季度業績虧損1,600多萬元。因為
持續虧損，去年10月11日，宣亞公告
公司總裁劉洋辭職。但該公司12月11
日宣布打造「企業元宇宙」場景入口，
因此忽然受到投資者大肆炒作。

上市公司蹭熱點引炒作
該公司12月16日發布公告稱，目

前公司與元宇宙有關的仍處早期階
段，涉及到諸多領域及概念，很多相
關技術仍然不成熟，對應的虛擬與現
實層面的經濟體系仍然需要大量的時
間去驗證和實現，元宇宙概念的實現
具有重大不確定性。儘管如此，投資
者仍是爆炒，並在17日當天出現驚人
的35.51%換手率，是12月10日的30
多倍。持續暴漲和異常交易引發深交
所關注，該所12月17日晚間向宣亞國
際下發關注函，要求公司詳細說明現
有主營業務、主要產品與元宇宙概念
的關聯性，以及「現場雲企業版」與
「企業元宇宙」的具體內容等。
相較於胡偉南而言，從事科技業務

的張偉對股票會耐心深入地研究，他
還是比較看好元宇宙前景，喜愛看科
幻電影，早前還拿朋友VR設備看了電
影《頭號玩家》。因此經過比較和研
究後，他早在2021年4月便投資百萬
元，買入了A股中水晶光電、歌爾股份
和光線傳媒，看好這些公司未來元宇
宙相關業務發展。其中水晶光電和歌
爾股份他分別是11元和28元買入，截
至12月17日收盤時，前者漲了五成，
後者已經翻倍，他總收益有六七成，
彌補了之前投資教育股損失的遺憾。

專家稱行業未見龍頭企業
前海開源基金首席經濟學家楊德龍

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元宇宙最近很
火，是未來發展的一個方向，所以很
多投資者爭相投資，但元宇宙大部分
公司還是處於概念階段，沒有形成
成熟的產品和競爭力，現在也很難
找到真正的龍頭企業，可以說市
場現在都是概念炒作階段。當
然因為很多國際和國內巨頭
都發布了元宇宙開發的計
劃，所以這個概念可能
還有一定的持續性，
但從投資風險來
看，目前是比較
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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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經理：
元宇宙距商業化仍很遠

相對於散戶的瘋狂，基金經理則理性得多，他
們也看好元宇宙的發展前景。一些基金經理看好
遊戲和VR/AR設備等行業，不過他們認為，元
宇宙離成熟階段仍有很長距離，投資者需謹慎投
資，切忌一窩蜂地衝進市場。

未有成功商業化產品
博時基金行業研究部傳媒互聯網研

究員周之易認為，目前元宇宙還處
在一個非常早期的階段，不管是一
級市場還是二級市場，距離最後達
到一個成熟的、成功的商業化產品還
有一個比較長的過程。投資元宇宙板
塊需要注意相關風險，並進行相對比較認真仔細
的研究。比如遊戲行業，是一個較新的行業，裏
面的內容、概念等東西也非常多，需要謹慎下
注，而不是一窩蜂地衝進去。對於投資來說，要
做長期有價值的事，需要保持一個良好穩定的心

態。
華夏基金數量投資部執行
總經理、華夏遊戲
ETF基金經理

徐猛表示，元宇宙特別像2000年左右的互聯網，
未來元宇宙最大的特點是三維交互技術。隨着VR
遊戲、沉浸式遊戲得到進一步發展，遊戲行業的
深度、遊戲行業平均的消費規模都會有所增加。

看好遊戲行業增長
英大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大霄認為，未來隨
着元宇宙的爆發性發展，將有很多企業可能
成為行業中的龍頭，涉及的領域包括VR/
AR、人工智能、物聯網、算力和電源
等，如果未來元宇宙真的
建立起來並且擁有一套好的
商業模式，將會湧現一些全
球的巨頭，從而帶來良好的投
資回報，但建議投資者還是
要深入研究和尋找物
超所值的元宇
宙個股。

除了股
市外，元宇宙概

念也受到眾多企業的追
捧。近日，深圳國內首家元

宇宙主題樂園落地深圳光明小鎮，總投
資75億元（人民幣，下同），預計今年底對
外開放，公司預料會吸引大量大灣區和中國
遊客到來。而百度、騰訊等也紛紛涉足元宇
宙業務，中國更有大量企業踴躍註冊商標，
與元宇宙相關業務的新公司紛紛湧現。

落地深圳光明小鎮 總投資75億
深圳市中航盈富文旅發展有限公司與深圳

童話爸爸文化有限公司就「冒險小王子元宇
宙主題樂園」項目日前正式簽約。該主題樂
園號稱國內首家元宇宙主題樂園，計劃三年
總投資75億元，由童話爸爸文旅科技開發。
該項目的落地，預示國產頭部IP《冒險小王
子》進入元宇宙時代。這將是中國首家元宇

宙主題樂園，整個項目由親子度
假酒店、主題樂園及其周邊產業組成。
主題樂園將以《冒險小王子》原創主題

形象和故事為核心，打造納尤古廣場、齊
格威魔法學校、精靈街、精靈湖泊、冒險
森林、魔幻樂園和天空獸7大場景，園內各
遊樂設備將結合AR、VR和全息投影技
術，為遊客提供沉浸式體驗。
深圳市中航盈富投資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長鄒仁航強調，元宇宙主題樂園將未來科
技生活與國產童話IP深度融合，為在全國
各地布局的冒險小王子元宇宙主題樂園的
首次探索。冒險小王子元宇宙主題樂園創
始人、童話作家周藝文表示，「沉浸感」
作為元宇宙的重要體驗，其在線下實踐最
深的領域無疑是文旅行業，下一代主題公
園將會是實景沉浸式體驗樂園。

中國互聯網巨頭紛紛布局
而中國互聯網巨頭也紛紛力拓元宇宙機

遇，百度去年12月20日公布了首個國產元
宇宙產品「希壤」中的畫面，並宣布百度
Create 2021（百度AI 開發者大會）於去年

12月 27日在希壤
App舉辦，這是中
國首個在元宇宙中
舉辦的大會，可同
時容納10萬人同屏
互動。每個用戶都
可以創造一個專屬
的虛擬形象，逛
街、交流、看展，
戴上耳機，就能體
驗到10萬人會場內聲臨其境的沉浸式音視
覺效果。騰訊亦發揮自己遊戲領域優勢，
截至2021年10月，已直接或間接投資了67
家遊戲公司，這其中就包括 2021 年對
Roblox的投資。騰訊投資覆蓋元宇宙的全
環節，前瞻布局跨越AR硬件開發、平台、
元宇宙內容和服務等方面。
此外，大量企業也紛紛註冊與元宇宙業

務相關的新公司。據天眼查數據顯示，截
至去年11月中旬，已有400多家公司註冊
了與元宇宙相關的商標。彭博資訊估計，
到2024年元宇宙相關市場空間可能達到
8,000億美元，合近5萬億元人民幣規模。

▲▼ 深圳市中航盈富文旅發展有限公司與深圳童話
爸爸文化有限公司就「冒險小王子元宇宙主題樂園」
項目日前正式簽約。

受惠
2021 年來
元宇宙概念火
爆，為相關的
VR/AR企業帶來眾
多利好，許多大灣區企
業2021年銷售呈現50%至
200%的增長。一些企業產品
價格不菲，一個VR眼鏡動輒售
價超過2,500元（人民幣，下同）。
談起元宇宙的火爆，深圳VR聯合會

會長譚貽國表示，這個行業經歷過發展低
潮多年，主要是應用場景並不太豐富，VR產
品銷售有限。自2016年起，VR仍只受到發燒友
關注，始終沒能走出發燒友的圈子。不過，2021年
來元宇宙概念刺激相關產業的發展。

三階段發展 引發相關需求
元宇宙可分為3個階段：場景、軟件和硬件。實現元宇宙虛擬現

實的主要為XR（泛指VR、AR、MR的統稱）設備，該行業需要高
性能的生產工具和引擎，才能支撐XR生態的繁榮。XR包括硬件、
工具、內容和場景這4個賽道。其中，VR屬於新一代信息技術的集大
成者，除了終端之外，還需要空間定位、手勢交互、眼動追蹤、語音
交互等一系列感知交互技術，在核心配件上，需要光學器件、顯示屏、
芯片、傳感器等。因此，元宇宙在產業鏈上下游十分長，且涉及的行業
範圍非常廣，將給眾多行業和大量企業帶來發展機遇。
譚貽國表示，深圳VR聯合會大約有400個會員企業，包括內容方

案、VR頭盔、VR眼鏡等，其中有一半做硬件，2021年會員企業的銷
售普遍出現50%至200%增長。
目前一個中高端VR眼鏡一般售價都在2,500至3,500元不等，受到元宇

宙概念的利好推動，做應用的合作內容增長比較快，硬件銷售增長相對低
一點。他自己旗下公司深圳市大象虛擬現實科技2021年銷售的增長比較
高，因為公司的主要產品是用於一些大學的實訓，並且應用於公安、海關、
稅務的虛擬指揮，以及一些科技、旅遊和遊戲等體驗館的虛擬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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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之易周之易

●●徐猛徐猛

深圳建元宇宙樂園

深圳建元宇宙樂園 今年底對外開放

今年底對外開放

元宇宙概念股表現元宇宙概念股表現（（貨幣單位貨幣單位：：人民幣人民幣））

名稱

中青寶中青寶

恒信東方恒信東方

宣亞國際宣亞國際

中文在線中文在線

歌爾股份歌爾股份

鋒尚文化鋒尚文化

羅曼股份羅曼股份

2021年數據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昌鴻

主營業務

網絡遊戲開發及運營網絡遊戲開發及運營

廣播電視節目製作廣播電視節目製作

傳統營銷傳統營銷、、數字營銷數字營銷

互聯網及數字出版互聯網及數字出版

微型電聲元器件研發微型電聲元器件研發、、製造和銷售製造和銷售

創意設計創意設計

景觀照明整體規劃和深化設計景觀照明整體規劃和深化設計

9月3日
收盤(元)

88..0808

88..0707

1414..22

66..0707

4646..88

4141..4848

2525..0606

12月29日
收盤(元)

3131..5858

1717..7272

2828..4444

1414..66

5353..2727

7676..1717

3737..6969

漲幅

291291%%

120120%%

100100%%

141141%%

1313..88%%

8383..66%%

505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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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香港文匯報

記者 李昌鴻

中國禁炒代幣中國禁炒代幣 投資者刀口舔血投資者刀口舔血
●投資者張偉

看好元宇宙前景，
對股票耐心深入研究
後，會在A股購入
相關股份。

AA股元宇宙概念指數走勢股元宇宙概念指數走勢

99月月2929日日
報報944944..8888點點

1212月月2929日日
報報11,,419419..6262點點

1212月月2222日日
報報11,,510510..4646點點

99月月 1212月月1111月月1010月月

註註：：指數由中國券指數由中國券
商編制商編制，，目前包含目前包含 8888
隻個股隻個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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