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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指瀉 618 點 好友重傷
262 牛證打靶破紀錄 分析員：騰訊可
「撈底」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馬翠媚、蔡競文）受地緣政治緊張、內地 A 股走疲和科網股被唱
淡等多個不利因素影響，亞太區股市昨日全線下跌，港股爆小股災，收市大跌 618 點，
「股王」騰訊（0700）再捱沽，收報 366 元跌 2.66%。在大市及騰訊重挫下，好友血流
成河，共 262 隻牛證遭打靶破紀錄，其中恒指牛證有 94 隻，騰訊牛證有 41 隻。有分析員
認為，騰訊現階段已差不多可以「撈底」。

點

恒指11月22日高見30,199，
創 10 年高位，收報 30,003，
成交1,582億元。

騰訊 11 月 21 日高見 439.6
元，創歷史新高，收報 430
元，成交217億元。

元

騰訊 12 月 1 日收報 385 元，
成交 308 億元，為港股史上
成交之最。
恒指

騰訊昨收 366 元，跌 10 元
或2.66%，成交216億元。

騰訊

恒指昨收 28,225，跌 618 點
或2.14%，成交1,626億元。

騰訊股價左右港股表現
11月

美韓軍演加劇了朝鮮半島緊張局勢，恒指
昨日開市不久即反覆下跌，上午十時多

曾在數分鐘內大跌200餘點，午後跌勢一度收
窄，但內地滬綜指失守 3,300點關口，令唱淡
氣氛再度高漲，恒指的跌幅也進一步擴大，臨
近收市最低曾見 28,204 點，失守 50 天平均
線，收報 28,224 點，是一個月以來低位，跌
幅2.14%為15個月最大，成交急增至1,626億
元；國企指數亦急挫2.8%，收報11,162點。
晚上早段歐美股市偏軟，港股夜期喘定，截
至 23：11，夜期報 28,275 點，升 69 點高水 50
點；港股ADR港股比例指數亦升66.19點，報
28,291 點，騰訊 ADR 報 368.11 港元，回升
2.11元。

騰訊失威41牛證被收回
昨日「股王」騰訊失威，亦是拖累港股的一
大主因。該股昨日上午有不少買盤追捧，曾反
彈至 381.40 元，但之後突跌穿 370 元及 50 天

12月

平均線，午後最低跌至 365.20 元，再見一個
月低位，收報 366 元跌 2.66%，成交金額逾
216億元。單是騰訊已拖累大市跌71點。有12
隻騰訊牛證昨日上市即時被收回，全日總共
41 隻被收回。數據顯示，騰訊若再跌至 360
元，將會有逾5億騰訊牛證街貨被打靶，即發
行商屆時或需再沽560多萬股對沖。

舜宇挫12.45%藍籌最傷
其他科技股也表現慘烈，藍籌新貴舜宇光學
（2382）狂跌 12.45%收報109元，在藍籌股中
最 傷 。 瑞 聲 科 技 （2018） 也 跌 7.28% 收 報
138.90元。近期升幅強勁的強勢股紛紛捱沽，
平 保 （2318） 收 報 73 元 跌 4.20% ； 國 壽
（2628）也跌4.36%。吉利（0175）收報25.10
元跌8.39%。內銀板塊的跌幅全部超過1%。
東驥基金管理董事總經理龐寶林昨於記者
會上表示，大市連升 11 個月，資金有機會獲
利回吐，但美國部分科網股經歷調整後表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聖誕鐘買
匯豐！中國平安（2318）昨向聯交所申報，
平安資管通過港股通渠道累計買入匯控
（0005） 1,017,946,172 股 ， 持 股 比 例 為
5.01%，以匯控昨日收市價76.1元計，該批股
份市值約 774.66 億港元。經增持後，平安資
管成為其第二大股東。最大股東為貝萊德，
持有匯控6.99%權益。

通過港股通買入 均價77.71元
中國平安集團下屬平安資產管理向香港聯
交所申報，平安資管通過港股通渠道累計買
入匯控 1,017,946,172 股，成為匯控第二大股
東。同時，港交所披露權益顯示，平安資管
最新於 12 月 5 日增持 1,000 萬股匯控，買入

平均價約為 77.71 港元，涉資約 7.8 億港元，
持股比例由 4.96%上升至 5.01%。港股昨日
大跌逾 2%，匯控股價也隨大市下跌 1.6%至
76.1港元。
對於中國平安的此項投資，匯控表示，中國
平安是一家治理優秀、經營穩健的非國有公眾
公司，匯控與中國平安之間有着長期、友好的
合作關係，歡迎平安成為長期投資者。
中國平安表示，投資匯控屬一項財務性投
資。匯控股經營業績優，分紅好，符合平安
資管管理的保險資金的資產負債匹配原則。
資料顯示，匯控今年前三季經調整除稅
前利潤 174 億美元，同比增長 8%。在分紅
方面，匯控過去 12 個月每股累計派發紅利
0.51 美元。目前，匯控市淨率為 1.05 倍。

工銀：北水南來 港股可再升 2 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恒指近日
從 約 30,200 點 的 十 年 高 位 ， 急 挫 近 2,000
點，引發投資者對後市的憂慮。不過，工銀
國際研究部副主管涂振聲昨認為，上述現象
或與年底投資者獲利結算有關，認為只屬暫
時性調整，預料在美國聯儲局溫和加息環
境、港股市場估值較歐美股市低，及「北
水」持續南下的影響下，港股明年仍有 15%
至20%上升空間。
涂振聲續指，雖然預期港股仍可上升，但
內地當局現時更着重於金融去槓桿，防範金
融風險，因此港股明年均面臨一定程度的資
金壓力，而明年股票的上升程度，將更取決
於上市公司本身的利潤增長。他以內銀股作
例，稱在內地的結構性經濟改革下，四大國
有銀行的不良貸款比例有所下降，利潤有所
改善，再加上其估值低於同類 A 股，因此將
吸引資金流入。

薦吸醫療保健及教育股
在中小型股方面，他看好醫療保健及教育
股，因為這些行業主要受惠於內地中產上升
與消費轉型升級。另一方面，雖然最近騰訊

■ 工銀國際研
究部副主管涂
振 聲 ( 左) 表 示
港股明年可再
升逾15%。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岑健樂 攝
（0700）股價大幅調整，但涂振聲認為騰訊
受手機遊戲儲備高，以及廣告收入上升等利
好因素支持，因此明年該股會繼續上升。

料明年內地GDP增長達6.9%
至於同場的工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兼研究
部主管程實預計，明年內地經濟增長將達
6.9%，比部分券商低於6.5%的預測更進取，
他解釋是由於內地經濟將繼續推進結構性改
革以及環球經濟復甦速度加快所致。此外，
他預料由於明年美元走強幅度不大，市場普
遍對人民幣預期漸趨正面，因此人民幣匯率
會保持穩定，預期明年底美元兌人民幣匯率
在6.6水平左右。

東驥：恒指明年再上3萬
龐寶林又預期，美國明年將加息4次，若美
國落實減稅有助推動企業在當地投資，料中小
型股份將受惠，帶動美股向上，然而不排除有
投資者憂慮美股泡沫爆破，或將資金轉移至本
港，料恒指明年有機會升穿30,000點。
富邦銀行（香港）高級副總裁兼金融市場
主管鄺國榮在另一場合表示，美國年底將加
息一次，以及明年年中加息一次，較市場普
遍預期為少。由於美國最近的通脹數字均低
於美聯儲目標，加上擬推行的稅改對富人較
為有利，對中下階層無甚幫助，因此相信措
施推行後所帶來的刺激作用不大。

■ 港股昨跌 2.1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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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 15 個月以來最大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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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跌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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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也騰訊 跌也騰訊

平安資管持匯控逾 5%
成第二大股東

向好，預期恒指在 28,200 點有支持，未來表
現需視乎內地 A 股走勢，若 A 股向下，則不
排除恒指會跌穿 28,200 點。他又稱，騰訊現
時股價已回落至季績公佈前水平，相信現階
段已差不多可以「撈底」。

 /=
港 股 近 日 急 挫 近 2,000

點，由三萬多點挫至昨日
的二萬八邊緣，可謂是
「升也騰訊，跌也騰
訊」。騰訊（0700）回吐是
拖累大市下跌的一大主因，
該股由上月中的 439.6 元高
位，至昨日累挫 17%或 73.6
元，但相比其今年初的約
190 元，仍升 93%。由於騰
訊佔恒指比重達 10%，其股
價表現對恒指有舉足輕重的
作用，如昨日，其股價跌
2.66%，即直接拖低恒指 71
點。由上圖可見，騰訊的股
價走勢與恒指如出一轍。

衍生工具對沖加大跌勢

騰訊今年熱炒有多個因
素，一方面美國科技股造
好，同時創新科技也確實
成為經濟新動力，科技股收入升幅超
越一般的舊經濟股；另一方面，騰訊
本身除收入增長可觀外，今年還有多
項分拆活動，成為股價催化劑。不
過，縱使如何強勢，也有回吐唞氣的
一日，加上臨近年尾，不少基金都要
鎖定利潤，而近日衍生工具發行商的
對沖活動，也進一步放大了騰訊的跌
勢。

「新經濟股」回調非壞事
筆者此前已經多次指出，港股今
次的升浪主要集中在「新經濟股」
上，單是騰訊的市值已近 4 萬億元，
是整個港股總市值的約 12%，反映港
股的結構極不平衡。同時，每當大
市的動力過分側重時，往往對股市
發展埋下隱憂，好像 97 年前，本港
的半壁江山為地產股；01 年時科網
股火熱，電盈(0008)更是當時的恒指
驅動股；07 年資源股熱炒，「三桶
油」每天主導大市。如今騰訊等
「新經濟股」回調，未必是壞事。
■記者 蔡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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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匯理：對 12 月份的港股表現持審慎態度，但環球貿易復甦，而美國加息步
伐趨向溫和，加上港股估值仍較其他地區便宜，料明年中資股將會受惠，帶動港
股表現向上。
■瑞銀：港股調整是獲利回吐，未來仍有上升空間，投資者毋須太早離場。比較看
好金融板塊，同時看好粵港澳大灣區相關基建、物流及消費板塊，亦看好科技股。
■德意志資產管理：企業盈利悄然攀升，估值繼續上升， 波動性保持低水平， 這
些因素均支援股票在 2018 年的增長勢頭。 亞洲股票方面，我們看好中國內地和
印度。
■穆迪：今年本港經濟受惠於全球及內地經濟穩定增長，雖然資產價格及私人槓桿仍
然是銀行的主要風險，但相關因素在經濟增長及貨幣政策溫和的抵消下有所緩和。
■標普： 2018年亞太區面臨的 6 大風險，分別是資產價格重置、中國債務隱患、
流動性回流、地緣政治、貿易和衝突風險。
整理：記者 蔡競文

東方匯理：恒指估值仍較便宜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張美婷） 港股
昨出現小股災，東方匯理資產管理環球
資產配置研究宏觀經濟學家王秦偉認
為，年底前機構投資者於港股套現獲利
的行為仍會出現，故對 12 月份的港股表
現持審慎態度，不過環球貿易復甦，而
美國聯儲局加息步伐趨向溫和，加上港
股估值仍較其他地區便宜，料明年中資
股將會受惠，帶動港股表現向上。

港股短期審慎 明年仍看好
近日港股走勢偏弱，昨日恒指更大跌
618 點。王秦偉表示，年尾港股表現未
必會影響明年港股表現，認為港股會受
惠於內地經濟推動，故仍睇好港股明年
走勢。內地於十九大後加強經濟結構改
革，未如以往般重視增長目標，反映內
地政府對經濟結構改革的決心，對明年
內地政策調整有正面影響，加上不良資
產的增速放緩，在企業盈利能力改善
下，相信明年內地經濟將穩定。而今年
美元的升勢轉弱，加上內地經濟轉好，
料人民幣直到明年之前仍會維持在 6.6
兌一美元水平。

樓市調控影響明年內房銷情
早前內地對房地產進行樓市調控，可
能令明年一、二線城市銷售下降，但目
前一、二及三線城市的庫存相對較低，

■ 東方匯理環球資產配置研究資深經
濟學家 Alessia Berardi(左)，旁為環球
資產配置研究宏觀經濟學家王秦偉。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美婷 攝
未必令投資額大幅減少，認為樓市仍在
可控範圍之內，料對整體經濟影響較
小。不過，王秦偉提醒，內地經濟結構
轉型可能持續數年，投資者須留意內地
政策改動、債務問題，以及通脹等風
險。東方匯理資產管理預期，今明兩年
內地經濟增長將分別為6.8%及6.5%。
東方匯理資產管理報告透露，在未來
3 至 6 個月，對美國以外的環球股票均予
增持，惟獨美國予以中性評級。環球資
產配置研究資深經濟學家 Alessia Berardi
相信，美國稅務改革將會在今年聖誕前
獲通過，並在明年 3 月底實行，對美國
GDP 增長的影響只是 0.1%至 0.5%，相
信明年加息步伐溫和，全年加息兩次。
而歐洲央行會在明年第 4 季停止買債，
並在 2019 年第 2 季開始進入加息周期，
料對環球股市衝擊較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