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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昂料火雞年恒指有得升
博彩交通股看好 地產股前景不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靜儀）中信里昂昨公佈一年一度的風水指數，對

於即將踏入丁酉火雞年，該行高級研究專員湯凱杰在記者會上形容，頑劣

的火猴在去年不出所料地「惡作劇」，導致年內飛出多隻黑天鵝，港股亦

大起大跌。今年「雄雞昂首」，但恒指「土雞屬水」，預期丁酉火雞和恒

指土雞會壓住「火」氣，故雖「火」及「金」將引領全年走勢，惟其影響

比預期小，五行在全年平衡分佈，料恒指今年會錄得正增長。

中信里昂的風水指數報告指，2017 年
「木」在開年佔優，「水」生「木」，

故博彩及交通運輸行業在第一季較有利，恒
指則表現平平。5月至7月是「火」的天下，
8月至9月就輪到「土」，因此恒指在第二季
起開始昂首向上，並在7月至8月間有望衝
頂，其後一段時間起伏不定。

恒指末季或輕微下調
5月至7月比較旺的行業是屬「木」的零售

及醫療行業，屬「火」的油氣、科技、公共
事業，以及電信將在年中熠熠生輝，屬
「土」的房地產及可再生能源於8月至10月
較有利。年尾由「水」收官，恒指在第四季
面臨輕微下調，但預期仍可高於年初。整體
而言，博彩、交通、可再生能源等板塊為今
年向好，房地產股前景也不錯。
湯凱杰表示，過去幾個雞年以1969年的

「土雞年」表現最差，道瓊斯指數高開低
走，之後一直慘跌，全年跌20%。到1981年
的「金雞年」，道瓊斯指數整整蒸發三分之
二，當年恒指的表現亦一塌糊塗，年初兩個
月先跌25%，5月至7月的升幅亦好景不長，
其後直線下挫，全年跌230點子。1993年的
「水雞年」是過去4個雞年中表現最好的一
年，全年恒指升5,580點子，升幅近一倍，

到2005的「木雞年」，恒指全年亦是起伏不
定，惟希望今年的「火雞年」能一反常態，
各位雞年賺個盆滿缽滿！

特朗普運勢好壞參半
名人運勢方面，湯凱杰預測生肖為狗的美

國候任總統特朗普在滿分為10分的總體運勢
指數中，得分為5分，表現不好不壞；備受
矚目的香港特首參選人中，屬虎的葉劉淑儀
得8分最高，「她將積極探索新的想法和可
能性」；屬雞的林鄭月娥和胡國興皆得4
分；屬兔的曾俊華則可能面臨家庭上的困難
期，但強調分數高低不代表選舉結果，個人
走勢需八字及面相等資訊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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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市8月至10月最好景

里昂2017雞年風水指數預測

香港已經連續第六年成為全球樓價最
貴的城市，政府在去年11月推出「加
辣」措施，希望抑壓樓價升幅，惟成效似
乎不大。眼見香港樓價有升無跌，今年如
若想投資買樓，令錢包鼓起來，風水要如
何設計？
在涉及樓市的部分，中信里昂的風水

報告首先羅列了專業術語，稱「九宮之處
是五行所屬元素與流年飛星所屬元素無一
匹配」，詞句艱澀難明。好在報告隨後列
出解釋，稱零售地產行業在2016年已遭
受重創，不少空頭皆稱不動產今年將面臨
下行壓力。這對港島地區似乎不是吉兆，

機場一帶和西貢的星象也十分不利。報告
斷言：「全年樓市最好景的時間應該是8
月到10月。」看來大家有機會在今年的
其他時段趁低入市。

正北方偏財運旺盛
該行高級研究專員湯凱杰表示，今年

除了北面外，東、西、南面皆不利好。正
北方六白武曲星坐鎮，偏財運旺盛，因此
北面和大嶼山財運最佳，當中以上水的物
業為較佳的選擇；九龍、東北方和西北方
亦是不錯的選擇。

■記者 吳靜儀

香港文匯報訊 硬蛋攜同平台上最熱門的
智能硬件Alpha 1機械人亮相正在舉行的
2017 StartmeupHK創業節活動。科通芯城
（0400）及硬蛋首席執行官康敬偉昨在活動
上分享智能硬件和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
ligence，AI）如何影響物聯網的未來，認為
智能硬件和AI將改變未來的生活方式。
康敬偉表示，提到AI人工智能，大家馬上

會想到最近很火熱的Google AlphaGo，這台
連勝多位世界圍棋高手的超級電腦。當人工
智能再度成為熱門話題之後，全球開始討論
智能製造的重要性。物聯網是一個5萬億美
元的市場，在物聯網世界，任何物件不用人
或電腦輸入，將直接收集數據連接上雲端。

製造業轉型智能製造發展
為迎接物聯網市場，傳統的製造業也在加

快轉型，朝向智能製造發展。AI和智能硬件
將直接改變人類未來的生活，所以無論是物
聯網或者是智能製造都有很大的市場需求。
硬蛋平台現在做的就是全中國最大的物聯網
生態系統，是物聯網創新和智能製造的超級
連接器，推動物聯網的未來發展。
硬蛋作為是次活動的策略夥伴，亦攜同平

台上最熱門的智能硬件項目包括Alpha 1機
械人、Mobileye先進駕駛輔助系統及小愛A1
智能影音產品，亮相畢馬威和智慧城市聯盟
在元創方舉辦的The Connected City活動，
展示與智慧城市及生活息息相關的創新發
明。以來自世界各地的科技實例，說明如何
提高城市的宜居度、可行性和可持續性。

StartmeupHK創業節於本月16日至20日
在會展中心及中環元創方舉行。

海外初企積極來港拓業務
投資推廣署的聯合調查顯示，本港註冊的

初創公司按年增長24%到1,926家，約600間
是非本地的初創公司，大部分來自美國及西
歐地區，反映海外初創企業積極來港拓展國
際市場業務。
截至去年底，硬蛋平台已經擁有超過16,000

個智能硬件初創項目，其中20%來自像矽谷、
以色列等海外市場的創新創業團隊，其餘
80%來自中國內地。硬蛋在市場上擔當超級
聯繫人角色，協助初創企業物色合適資源，
利用平台的優勢，解決初創企業普遍遇到的
四大難題，包括供應鏈、融資需要、市場推
廣、技術提升等，提供全方位增值服務。

■硬蛋展示平台上最熱門的智能硬件項目
Alpha 1機械人。

泰康斥20億穗建養老社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
道）A股市場昨日延續震盪走勢，盤面上
跌多漲少，創業板再次低迷。午盤滬綜
指曾有一波小幅向下趨勢，但在權重股
發力托市作用下出現反彈，可惜農曆新
年效應下資金面不寬裕，並未引發期待
中的效果。截至收盤，上證綜指報3,113
點，微漲0.14%；深證成指報9,804點，
跌 0.22%；創業板指報 1,845 點，跌
1.18%。兩市成交共 3,166 億元（人民
幣，下同），較前一日縮量明顯。分類
方面鋼鐵等權重股領漲，次新股、高送
轉等跌幅居前。

新股熱度減拖跌大市
滬深兩市雙雙低開，新股次新股熱度
消退，拖累大盤整體向下，新股次新股
分類中個股全線低開繼續殺跌，逾200隻
股票下跌。業內分析認為新股近期加速

發行，數量過度使
得賺錢效應不再，
但下跌之後亦存在
反彈可能，一旦資
金充裕次新股依然
存在補漲機會。高
送轉亦不如人意，
一反之前走強局
面，計算機、傳
媒、電子亦跌幅居
前。
鋼 鐵 股 表 現 最

佳，方大特鋼、柳
鋼股份等漲停，其
餘多股漲幅皆超過4%，消息層面上央企
要化解鋼鐵過剩產能問題，目前國家正
在編制2017年鋼鐵煤炭去產能方案。酒
類指數高開高走，分類內可交易的個股
中八成上漲，伊力特、五糧液、水井坊

等漲幅居前。
農曆新年前資金面吃緊，國金證券首

席策略分析師李立峰近日分析稱，農曆
新年現金漏出壓力疊加繳稅繳準，節前
資金面維持偏緊格局。

■滬綜指昨收報3,113點，微漲0.14%。 中新社

銀聯卡港流通1500萬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李昌鴻 廣州
報道）中國老齡人口逾兩億，其中蘊藏着巨
大機會。泰康保險集團斥資20億元（人民
幣，下同）投資建設的大型醫養社區泰康之
家．粵園18日在廣州開業營運，粵園總建築
面積達 12萬平米，全部建成後可容納約
1,300戶養老單元。作為輻射珠三角、港澳台
地區的旗艦社區，除了服務本地長者外，粵
園還將準備大力吸引港澳和海外華僑等。

吸港澳海外華僑
目前，長者入住粵園，費用為每月6,800
元，並需交納80萬元押金。中年人士購買該
款產品需十年交200萬元，每年20萬元，可
以獲得預留的房間。
泰康人壽董事長陳東升稱，2016年12月，

泰康保險集團與廣東省政府簽署戰略合作協
議。隨着泰康之家．粵園落地廣州，泰康將為
廣東及珠三角地區的長者提供國際標準、高品
質的醫養服務。歷時9年，泰康全國候鳥式高
品質醫養社區佈局落地，實現北京、上海和廣
州一線城市的連鎖營運，覆蓋京津冀、長三

角、珠三角三大中國內地最具活力的經濟圈。
他稱，養老業務是高投資、長周期和低回
報的業務，但卻可以滿足巨大的市場需求，
也帶來穩健的商機。今年還將在珠三角、長
三角和京津唐等地開設連鎖式養老機構，通
過高品質服務拓展中高級市場，預計約8年
營運後每年可以獲得5%至8%的收益。深圳
養老基地預計今年將可以確定，屆時可以更
有效吸引港澳長者前來養老。未來一兩年將
在全國12個城市拓展養老業務。

申港設壽險公司
自2014年11月接受預訂以來，泰康之家
．粵園截至目前已有超過300名長者預訂入
住，其中高級知識分子、企業高層、黨政機
關幹部和資深專業人士佔比超過四成。來自
台灣、香港，甚至新加坡的也不在少數。
泰康保險集團執行副總裁尹奇敏透露，目

前泰康正在香港申請設立壽險公司，除了推
出一些壽險產品外，還將通過香港公司向港
澳和海外華僑華人提供養老產品銷售和服
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美
婷）銀聯國際香港分公司總經
理李鵬林昨於記者會表示，目
前本港總共有1,500萬張銀聯
卡流通，平均一個港人就有2
張以上的銀聯卡。他認為，時
代變遷令消費者對銀聯卡的印
象改變，對銀聯卡的發展有莫
大幫助；預料公司今次推出高
級卡優惠，可吸引更多人使
用。
早在2015年底，銀聯已公佈
在港發卡量累計逾 1,600 萬
張，由於實際流通量通常少於
發卡量，故銀聯國際此次公佈

的最新數據亦符合預期。李鵬
林表示，香港是集團第一個海
外市場，於2004年推出銀聯卡
時，大部分消費者均認為銀聯
卡的功用為儲蓄人民幣，或回
內地旅遊。不過他稱，現時銀
聯卡成為消費者出外旅行的主
要工具，加上現時銀聯卡設有
不同優惠，且兌換利率較低，
預計可吸引不少消費者使用。
銀聯國際推出的高級卡優

惠，涵蓋健康生活、旅遊、生
活品味、購物娛樂和精選美食
等五個範疇。購物娛樂方面則
有四大優惠。

■李鵬林（左六）指，目前本港總共有1,500萬張銀聯卡流
通。 張美婷 攝

禤惠儀接任渣打香港一姐
香港文匯報訊 渣打香港昨宣佈多
位高層任命，大中華及北亞地區個人
金融業務總裁禤惠儀獲任為香港區行
政總裁，接替在金融業服務32年並
即將退休的陳秀梅。禤惠儀成為渣打
香港區行政總裁後，將繼續向渣打大
中華及北亞地區行政總裁洪丕正匯
報。
禤惠儀加入渣打超過25年，曾在個

人金融業務、財富管理、客戶經驗和
公司管治等部門出任不同要職。她在
2009年出任香港區個人金融業務主

管，並由2015年開始統領整個大中華
及北亞地區的個人金融業務。
渣打另同時宣佈，現任渣打台灣區

行政總裁陳銘僑將出任大中華及北亞
地區兼香港區金融市場部主管，現任
香港區個人金融業務主管尚明洋
（Samir Subberwal）將接替禤惠儀出
任大中華及北亞地區個人金融業務總
裁，現任大中華及北亞地區財富管理
部主管江碧彤將接替尚明洋出任香港
區個人金融業務主管。以上任命3月1
日起生效。

■湯凱杰（右）料恒指今年7至8月見
頂。 吳靜儀 攝

硬蛋Alpha 1機械人亮相創業節權重股護盤 滬A微升0.14%

■渣打香港任命多個新高層，包括禤惠儀（左）
與陳銘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