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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年升7863點 歷來最勁
大市臨收爐再逼3萬關 今日料維持平穩

港出口10連升 上月增7.8%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2017 年尚餘下今日最後 1 個交易

日，昨為期指結算日，港股造好，

全日升266點報29,863點，再逼近

3 萬點大關。今年計，港股累升

7,863點，升幅達36%，只要今天

港股的跌幅少於55點，港股今年將

創以點數計的歷來最大年升幅。晚

上美早段升43點，港股ADR窄幅上

落。截至今 00：15，ADR指數報

29,862點，較港微跌1點；1月夜期

跌34點，高水43點。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莊程敏)本港出口
連升10個月，據政府統計處昨日發表的
對外商品貿易統計數字顯示，今年11月
份本港整體出口和進口貨值均錄得按年升
幅，分別上升7.8%和8.6%至3,674億元
及4,071億元。首11個月的商品整體出口
貨值較去年同期上升8.2%，其中轉口貨
值上升8.3%，而港產品出口貨值則上升
1.5%。政府發言人表示，環球經濟環境
良好，11月份的商品出口保持快速的增
長。輸往內地及多個其他新興亞洲經濟體
的出口維持強勁，而輸往主要先進經濟體
的出口亦普遍錄得按年升幅。

環球經濟向好 短期仍樂觀
發言人進一步指出，展望未來，環球

經濟向好會繼
續為香港短期
內的出口帶來
支持。然而，
外圍環境仍然
存在不明朗因
素，包括美國
貨幣政策正常
化的步伐、保
護主義情緒可
能升溫，以及
不同地區的地
緣政治局勢緊
張等。政府會

繼續密切留意有關發展。
統計處指，今年11月份轉口與港產品

出口合計的商品整體出口貨值為3,674億
元，按年上升7.8%，10月份按年升幅為
6.7%；11月轉口貨值為3,636億元，上升
7.8%，而港產品出口貨值則上升至39億
元，升幅為1.2%；有形貿易逆差397億
元，相等於商品進口貨值的9.8%。

出口亞洲市場及德美強勁
按國家及地區分析，11月輸往亞洲的
整體出口貨值按年上升8.9%，區內印度
上升17.0%、日本上升14.6%及菲律賓升
12.3%，內地亦升10.1%，惟新加坡則下
跌15.5%。其他地區方面，德國升13.1%
和美國升7.4%，惟英國則下跌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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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累升逾一倍的藍籌股
股份

吉利(0175)

碧桂園(2007)

舜宇(2382)

騰訊(0700)

平保(2318)

瑞聲(2018)

製表：記者周紹基

昨收(元)

26.6

15.28

99.4

408.2

81.6

142.5

昨升(%)

3.1

7.9

4.7

1.7

0.87

3.8

年累升(%)

259

252

193

115

110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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駿隆MPF年回報逾18%
人均賺兩萬八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莊程敏) 駿隆強積
金顧問（駿隆）昨發佈2017年強積金表
現回顧，截至12月20日，整體平均回報
達18.20%，是強積金自推出以來第三高
的年度回報紀錄；每名強積金計劃成員賬
面平均賺28,087元。高低風險投資回報
差距顯著，在六大強積金基金類別中，屬
於高風險的股票基金表現最佳，升幅達

32.22%；而屬於最低風險的強積金保守
基金只錄得0.12%的輕微增長，表現未能
跑贏2017年年度化通脹率1.35%。

股票基金升32% 表現最佳
駿隆集團常務董事陳銳隆表示，2017

股票基金的回報相比強積金保守基金平均
回報高出32.10%，回報差距顯著。他預
期環球經濟及貨幣市場現況將會持續，低
息環境會維持一段頗長的時間，成員可按
自己的風險承受能力，作較進取的投資，
以爭取更佳的強積金回報。

受惠北水 港股基金跑贏
駿隆指出，香港股票基金表現突出，

受惠於熱錢流入及北水南下，無論是主動
式管理的香港股票基金或被動式管理的香
港股票（指數追蹤）基金表現均跑贏其他
股票基金，分別錄得37.56%和36.31%的
增長，為八個主要股票基金類別中升幅最
高；而主動式管理比被動式管理的回報僅
高出1.25%，差距並不明顯。

六大強積金基金表現排名
排
名

1

2

3

4

5

6

資料來源：積金局

基金類別

股票基金

混合資產基金

債券基金

保證基金

貨幣市場基金

強積金保守基金

2017平均
回報(％)

32.22%

14.04%

4.47%

2.72%

2.11%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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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近年尾，市場欠缺特別消息，隔晚美
股僅窄幅造好，港股在期指結算日高

開87點，其後內地A股扭跌為升，港股升
幅擴大，尾段進一步發力向上，並以接近
全日最高位收市，報29,863點，升266點或
0.9% ；國指報 11,683 點 ，升 66 點 或
0.57%；但成交額僅744億元，收爐味道甚
濃。今年以來，港股累升7,863點，只要大
市今日維持平穩，恒指今年將創以點數計
的歷來最大年升幅。上次紀錄是2007年的
7,808點升幅。
昨日升市功臣是騰訊（0700）、友邦

(1299)及碧桂園（2007），帶動大市連升4
日，累升630點，重上29,800點，為逾1個
月的高位。當中騰訊及友邦皆升至1個月高
位，騰訊升1.7%收報408.2元，友邦也升穿
65元大關，升1.2%報65.25元。建行(0939)
繼續在高位徘徊，升0.8%報7.17元。

吉利碧桂園今年爭霸藍籌
耀才證券金融集團研究部總監植耀輝指

出，資金有轉向傳統行業之勢，昨日內
房、銀行及資源股皆有資金吸納，例如萬
科(2202)的A股已創出十年新高，使資金轉
炒內房，碧桂園升勢凌厲，單日升近8%創
新高，是表現最好藍籌，4日來更累升近兩
成。今年來，該股已累升逾2.52倍，較暫
排名首位的吉利汽車(0175)相差不多，若今
日再發力，或能後上奪得今年藍籌升幅王
寶座。恒大 (3333) 也升 4.1%，萬科升
1.8%。
第一上海首席策略師葉尚志表示，恒指

連升4日累漲630點，並且再度升近30,000
關口，在大市成交量未能增加配合、未見
有權重指數股陸續再創新高之前，認為對
大盤現時的升勢仍要有一定保留。而恒指
的好淡分水嶺維持在29,150，守穩其上，大
盤總體穩定性將可保持，市場仍有出現個
股行情的機會。

炒拆細 舜宇領漲手機股
昨日市場焦點之一為更改每手買賣單位

100股的舜宇（2382），等於將股份1拆
10，明年1月19日生效，市場憧憬拆細會
增加該股份的流通量並有利股價，使該股
昨天一度重上100元大關，全日仍升4.7%
報99.4元。其他手機股也受帶動造好，瑞
聲(2018)重上10天線，升3.8%報142.5元；
比亞迪電子(0285)亦連升4日，大升11.7%
報17.41元，收復10天及20天線。另外，
丘鈦(1478)亦進賬6.3%，報11.2元。
國指反彈0.6%，收報11,683點。吉利汽

車母公司收購富豪，市場憧憬日後有合作
或注資，吉利全日升3.1%，收報26.6元。
吉利由年初至今已累漲2.59倍，以昨日收
市價計，暫時仍為今年的藍籌升幅王。

紫光曾狂飆1.2倍 收升64%
大市另一焦點為紫光(0365)近日頻頻增持

聯想控股(3396)及中芯國際(0981)，周三紫
光股價曾大漲逾55%，由1.92元升至2.99
元。昨日股價更為波動，最多曾升過1.2
倍，高見 6.6 元，但收市大幅回調至 4.9
元，惟升幅仍達64%，成交6億元。中芯亦
抽升6.8%，收報13.18元，成交高達19.9億
元；聯想控股再破位，收報35.6元，仍升
2.9%。
霸王(1338)復牌，股價反彈近三成，以

0.255元新高位收，收復周三大部分失地。
該股主席陳啟源指分居妻子萬玉華的指控
失實，保留法律追究權利；該公司亦表明
事件不影響集團營運。

■■港股昨升港股昨升266266點點，，再逼再逼
近近33萬點大關萬點大關，，但成交額但成交額
僅僅744744億元億元。。 中通社中通社

今天是港股2017年的最後一個交易日。昨
日港股收市報 29,863 點，升 266 點，離
30,000點大關只有一步之遙，今年股市整體
高收已經定局。香港股市在過去一年整體升
幅約有35%，冠絕亞太區，亦是2009年以
來最佳成績，彰顯出在國家大發展的帶動和
支持下，本港作為全球主要金融中心和集資
中心的地位相當穩固。不過，面對全球實體
經濟的更新換代，加上外圍經濟因素依然變
幻莫測，香港從產業轉型到金融市場改革，
均面臨來自多方面的挑戰，必須加快創新發
展、打破故步自封，才能適應新時代新經濟
的發展要求，令包括股市在內的金融市場繼
續保持長盛不衰。

今年以來，港股呈現出節節上升勢頭，成
為國際媒體評選的2017年全球股市五大贏家
之一。港股的突出表現，相當程度上與騰訊
有關。騰訊在過去一年升幅大約有1.1倍，市
值曾短暫超過Facebook。騰訊的成功讓我們
看到新經濟不可阻擋的大勢，香港在受其利
的同時，亦要認識到自身在應對新經濟發展
上的不足。港交所早前在同股不同權方面取
得了突破性進展，對增加香港融資吸引力，
確保金融中心地位固然有所裨益。長遠而
言，一個地區實體經濟的發展程度，對企業
來港上市有着決定性作用，但如果香港市民
普遍對新經濟產業接觸不深、認識不多，亦
會直接打擊新經濟企業來港上市的熱情。因

此，香港必須快馬加鞭地促進互聯網創新、
金融科技等技術的發展，方可繼續保持自身
吸引力。

展望來年，市場普遍樂觀地認為，港股可以
在 2018 年再創新高。事實上，現在距離
31,958點的歷史高位只有大約7%的幅度，水
位並不太多；加上環球金融市場面對諸多挑
戰，股市在明年的波幅恐將加劇。一方面，是
美國加息和減稅所帶來的不確定因素，美聯儲
局確立了循序漸進「收水」的方向，展望來年
仍有3次左右的加息，市場普遍認為將令資產
價格有所下調。至於減稅更是金融市場不常面
對的「新鮮事物」，美國減稅會否引發資金大
規模回流，從而撤出亞洲市場？其他國家會否
跟隨美國減稅保住投資？凡此種種都會引發股
市的反覆波動。另一方面，東北亞地區、中東
地區等多處全球「火藥桶」近來都呈現劍拔弩
張狀態，雖未發生大規模衝突，但地緣政治風
險如繼續增加，隨時會令已經身處高位的資產
價格掉頭往下。

2017年固然是港股的好年景，2018年更
很有機會再創歷史新高，但港股在走強的同
時，展現出來的卻是強者恒強的格局，大部
分個股距離歷史高位仍然很遙遠，指數的榮
景未必可以讓投資者獲利。面對環球政經亂
局，投資者必須居「高」思危，做好投資的
風險管理，保持理智和謹慎的投資策略，切
勿因樂觀衝動而盲目追高。

港股今年好景 更應居「高」思危
全國人大常委會日前通過《關於批准〈內地與香港

特別行政區關於在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設立口岸實施
「一地兩檢」的合作安排〉的決定》，得到了香港社
會主流民意的支持，大多數市民都希望盡快完成相關
的本地立法，讓高鐵香港段在明年第三季度如期通
車，令這個利港利民的基建項目早日發揮最大效益。
但個別以「法律學者」自居的反對派人士，卻從泛政
治化思維出發，以一些缺乏法律思維、沒有法律依據
的言論，羅織政治化的說辭，曲解人大常委會決定的
法律基礎和法律效力，試圖誤導市民。但在擁有無可
置疑法律基礎的人大決定面前，這些雜音既不能阻擾
「一地兩檢」的實施進程，也不會得到廣大市民的認
同。

對於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一地兩檢」合作安排的決
定，香港主流社會紛紛表示贊成和支持，有民調顯示，
超過八成市民支持人大常委會作出這個決定，認為此舉
有利於香港加強與內地的聯繫，便利港人來往內地。但
個別反對派「法律學者」，卻用偷換概念、誇大其辭、
攻擊抹黑等泛政治化手段，以缺乏法律根據的言論來評
論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有個別法律學院教授聲稱，人大
常委會的決定並未清楚解釋詳細法律理據，只是以「一
言九鼎」的行政決定方式進行，甚至危言聳聽地稱，按
照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將來香港大部分地區都可以列入
內地管轄範圍而實行內地法律。

細讀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就可以看到，人大常
委會是對在香港西九龍高鐵站設立內地口岸區、實行
「一地兩檢」的合作安排，進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
之後，按照憲法和香港基本法的有關規定，作出了批

准有關安排的決定，其法律依據是憲法以及香港基本
法第七條、第一百一十八條、第一百一十九條等條
文。而且，有關決定也清楚解釋為什麼不適應基本法
第十八條的理據。法理其實非常清楚，香港特區政府
將西九龍高鐵站劃出一塊特定區域，作為「內地口岸
區」租給內地有關部門使用，在這個特定的範圍內實
行內地的相關法律，完全符合「一國兩制」方針，符
合基本法的規定，具有充分的法理基礎。上述反對派
人士所談有關基本法第十八條，只是片面解讀法律條
文，並沒有考慮「一地兩檢」所實施的主體和對象，
與將全國性法律列入基本法附件三的情況完全不同。
很顯然，反對派並沒有依照法律邏輯思考，而是以泛
政治化的手法來攻擊人大常委會的有關決定，企圖以
此混淆視聽、誤導市民。

至於有反對派人士聲稱人大常委會所作出的是行政
決定，在本地立法階段可以進行司法覆核的說法，更
無視了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最高法律權威地位，完全是
不懂法律的無知之言。按照中國憲法和基本法的有關
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其常
設機關是全國人大常委會，行使國家立法權和法律的
最終解釋權；同時，全國人大常委會也擁有基本法的
解釋權。因此，應香港特區政府的要求，由全國人大
常委會進行審議後作出的決定，並非行政決定，而是
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件，其正當性及合法性無
可質疑，其法律地位和有效性，更不容任何法律挑
戰。相信香港主流民意能夠看清楚這一點，不會受到
少數反對派攻擊抹黑所誤導。至於反對派企圖以此來
阻擾「一地兩檢」進程的圖謀，更不會得逞。

少數反對派的無理抹黑 難阻「一地兩檢」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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