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股7連升 後市料大漲小回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港股昨連升第7日，
再創十年高，但升幅從逾170點逐步收窄至45點，全
日收報30,560點，成交續高企達1,313億元。分析員
認為，港股7連升是因承接了美股升勢，且港元拆息
見回落，昨日1個月的Hibor大跌近0.07厘，創2009
年最大單日跌幅。摩根資管表示，看好亞太區股市及
港股，主要因區內企業盈利增長理想，特別是金融及
科技股，認為這兩類股份仍有上升空間，惟H股「全
流通」或吸引內地投資者再次關注A股市場。

摩根資產管理亞洲區首席市場策略師許長泰昨日
稱，港股去年累升甚大，估值已大致回升，相信往後
走勢會呈大漲小回格局。他又預料，今年在各國央行
貨幣政策正常化下，港股波動會較去年大。

人幣穩 北水南下料不如往年
「北水」南下方面，許長泰認為，內地投資者在過

去人民幣貶值期間，因需作匯率對沖而投資港股，但
預期人民幣匯價今年會相對穩定，甚至少許升值，北

水投資港股的情況或不如往年，加上H股「全流
通」，或吸引內地投資者再次關注A股市場。但他強
調，內地投資者仍需要多元化地配置資產，故北水料
不會一下子消退。

騰訊友邦撐大市 匯控平保挫
大市方面，繼續由騰訊(0700)及友邦(1299)支撐大

市，但中移動(0941)、匯控(0005)及平保(2318)下跌壓
抑了港股升幅。獲摩通上調評級的瑞聲(2018)，以及被
大摩調降目標價的舜宇(2382)，早段都曾一同升過
5%，但舜宇其後一度倒跌，全日收市微升0.4%，顯
示資金有獲利回吐傾向。

水泥股受捧 內地航空股爆升
資金轉而追捧電訊設備股，中興(0763)反彈3%，市
場相信，中興的摺疊式手機已正式入網，預計可在年
內上市，有助帶動中興走勢。
水泥價格上升，加上內地再炒作「雄安概念」，金

隅(2009)急升8.5%，中材(1893)升5%，潤泥(1313)也升
4.5%創逾4年新高。另外，人民幣匯價上升，加上油
價由高位回落，三大內地航空股都升6%，其中國航
(0753)及東航(0670)均創出逾兩年的新高。

晨星：港股基金去年回報40%跑贏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張美婷) 新一年伊始，新

股市場氣勢如虹，並再

掀散戶排隊開戶認購熱

潮。著名眼科醫生林順

潮 創 立 的 希 瑪 眼 科

(3309)受惠名人效應助

推，孖展認購反應良

好，據市場消息透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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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計，超額認購逾 185

倍。

希瑪眼科孖展超購逾185倍
受惠名人效應 獲頂頭槌飛80張 現開戶認購人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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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香港去
年股市暢旺，令去年強積金回報成為自
2009年以來表現最好的一年。根據基金
研究公司晨星新統計，去年全年本港強
積金整體平均回報達20.61%，當中以港
人重倉的港股基金表現最好，平均回報
達39.83%，跑贏其他基金類別。其次是
亞洲（日本除外）股票基金，平均回報
達39.05%。

而在港股基金中，以海通香港特區基
金表現最好，全年回報逾50%，其次是
宏利MPF香港股票基金，回報約46%，
而表現最差的安聯香港基金，回報都有
33.55%。港股基金去年大大跑贏債券基
金及保證基金，後兩者去年只錄得單位
數回報，保守基金平均亦只錄得0.18%
輕微增長，跑輸本港去年通脹率
1.35%。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王聰德
家族旗下的晉安實業（2292）昨舉行上
市記者會。財務總監王家揚在會上表
示，於2017及2018年，公司均未有計劃
派息，因為領導層希望先將資金，包括
今次上市集資淨額所得的90%（逾1.55
億元），用於收購新投資物業，藉以提
升租金收入與物業重估收益，把公司
「做大做強」。但王家揚強調，日後可
能派息。

港島九龍覓具升值潛力物業
談到投資物業的地點與類別時，王家

揚表示，集團現時集中投資於香港島與
九龍，因為這些地區較多優質辦公室與
零售物業，而香港現時投資氣氛不俗，
是洽購的合適時機。王家揚補充，未來
主要於這些地區，物色具加租空間及升
值潛力的物業，尤其是租金未反映市場
水平的物業，藉以提升回報率。

王聰德：暫未有交棒計劃
另一方面，現年59歲的王聰德是公司

創辦人，擁有27年的物業投資經驗。當
被問到是否有意交棒予在公司擁3年工作
經驗的兩位公子，即總經理王文揚與財
務總監王家揚時，王聰德表示自己主要
負責公司的大方向，如整體策略及規

劃，而且公司有專業團隊輔助管理，再
加上公司的投資決定是由團隊負責，因
此暫時未有接班計劃。
晉安實業上月28日起至下周一公開招

股，發行1.8億股，其中10%在港公開發
售，招股價介乎每股1至1.24元，集資最
多2.232億元。以每手2,000股計，入場
費為2,505元，股份將於1月16日（星期
二）於港交所主板掛牌。除收購新投資
物業外，公司計劃將集資淨額所得的5%
用於擴大及加強集團的增值物業管理服
務，另外5%用於營運資金及一般企業用
途。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張美婷)馬來西亞
自動化技術及解決方案商檳傑科達 (1665)
昨公佈招股詳情，該股上周五至1月12
日招股，計劃發售3.68億股，當中90%
配售，10%公開發售，集資最多4.05億
元。招股價介乎0.9至1.1元，每手4,000
股，入場費4,444.43元，預計1月19日主
板掛牌。浩德融資為獨家保薦人。
檳傑科達上市集資所得，其中49.5%用
作新生產廠房及擴展現有廠房；22.2%用
作於大中華區擴展業務；16.5%用於美國
加利福尼亞州設立一間辦公室；1.8%用
作市場營銷、品牌宣傳及推廣活動；約
10%用作營運資金。
主席蔡春民昨日於記者會表示，集資

所得部分將用於在美國設立辦公室，因
為美國客戶的生產決定均在當地進行，

料在美國設立辦公室有利溝通。

將專注電訊汽車及醫療業務
蔡春民表示，是次公司選擇在港上

市，因為看好未來大中華地區科技及製
造業的發展，期望透過香港平台進一步
開拓大中華區市場，包括中國大陸及台
灣。他續指，目前公司出口內地的收入
貢獻佔比排第2，預計未來5年將專注在
大中華區發展電訊、汽車及醫療方面的
業務，看好相關行業對自動化解決方案
的需求，而集資所得部分資金將用於拓
展其大中華業務，不排除併購、設廠等
方向，不過暫未有具體時間表。而公司
目前手頭訂單有2.45億令吉，相較去年
全年預測收入1.64億令吉多，主要來自
電訊業客戶。

香港文匯報訊 港股去年大豐收，也帶挈
打工仔過肥年。截至去年12月28日，康宏
MPF綜合指數報236.05點，連續六個月創
新高，累積升幅達22.99%，更創自2009年
以來全年最大升幅。按積金局公佈截至
2016年12月的強積金計劃成員數目419萬
計算，2017年全年人均賺取約36,673元。
康宏強積金業務拓展董事鍾建強表示，
隨着股票市場上升，特別是香港股票，

MPF的整體表現令人鼓舞。統計顯示，受
惠於股市2017年的出色表現，股票類基金
全年累積升幅達34.60%。有「懶人基金」
之稱的預設投資，其中，核心基金成立至
今的累積升幅9.62%，預設投資之65歲後
基金成立至今的累積升幅3.25%。

小心美加息及地緣政治風險
不過，鍾建強提醒，計劃成員現時應要

小心管理風險，較保守的做法是先行止
賺。他指，除了美國繼續縮表和加息，其
他主要央行也表現出類似姿態。特朗普的
施政方針和效能，加上其他的地緣政治風
險，例如朝鮮核武、歐洲政局，都會對資
本市場造成震盪。而中國經濟的去向及走
勢，更對香港經濟有莫大影響。承受投資
風險能力較高的計劃成員，可考慮亞洲股
票(日本除外)基金。如果美國經濟能持續改
善，中國自然能保持良好勢頭，最終整個
亞洲都會受惠。

上半年仍看好 下半年增波動
康宏資產管理基金研究部指出，美國稅
改一如市場預期通過，但及後美國三大指
數未見有重大突破，反映稅改的利好消息
大部分已被市場消化。受惠於2017年的強
勁表現，預期2018年上半年經濟數據持續
向好，令股票市場於同期有相對較好的表
現。但隨着美國縮表及加息的實際影響於
第二季開始浮現，預期2018年下半年市場
波幅會擴大。投資者現階段可考慮於上半
年鎖定利潤，加入一定比例的債券基金以
減低組合波動風險。

打工仔MPF去年人均賺3.66萬
強積金各類基金去年表現

股票基金：

‧香港股票基金12月升幅及去年初至今表現最高，分別升2.19%及39.78%

‧歐洲股票基金去年初至今表現最弱，升20.29%

債券基金：

‧亞洲債券基金去年初至今表現最好，升6.56%

‧港元債券基金表現最差，按月跌0.01%，去年初至今升2.91%

預設投資策略：

‧預設投資之核心累積基金按月升0.96%，成立至今的累積升幅為9.62%

‧預設投資之65歲後基金按月升0.23%，成立至今的累積升幅為3.25%

資料來源：康宏資產管理基金研究部

六大重磅股昨日表現
股份

騰訊(0700)

友邦(1299)

建行(0939)

匯控(0005)

中移動(0941)

平保(2318)

製表：記者 周紹基

收報(元)

422.2

68.1

7.41

80.95

78.2

83.8

變幅(%)

+1.1

+0.7

-0.1

-0.4

-1.3

-1.4

耀才證券行政總裁許繹彬表示，希瑪眼
科在馬化騰及多名城中名流入股的光

環加持催化下，再加上其行業較為獨特，
驅使孖展認購反應非常熱烈，分行昨日早
上再次出現排隊開戶認購的情況，截至昨
日耀才為希瑪眼科借出孖展金額達40億
元，頂頭槌飛錄得近80張。

信誠：已3年盈利值得憧憬
信誠證券聯席董事張智威表示，希瑪眼
科得到相關部門批准，可在內地開設更多
門診，加上該股過去3年均有盈利，與去年
受熱捧的新經濟概念股不同，故認為上市
後業務值得憧憬。
其他新股消息，今日有3隻新股掛牌，其
暗盤表現參差，其中線上視頻內容技術解
決供應商阜博集團 (3738)每手賺600元，而

內地針織圓緯機製造商福紡控股 (8506)暗盤
每手蝕180元。
阜博集團昨公佈招股結果，招股價定為

每股2.58元，為招股價範圍2.5至3.7元的
下限，收到有效申請共4,061份，認購合共
4,778.6萬股香港發售股份，相當於公開發
售初步可供認購的800萬股香港發售股份的
約5.97倍，一手中籤率為30.01%。

阜博暗盤最佳 每手賺600元
阜博昨晚暗盤表現最好，據耀才暗盤交
易中心顯示，該股最高報3.2元，最低報2.9
元，收報3.18元，較招股價2.58元高0.6元
或23.26%。不計手續費，每手1,000股賺
600元。輝立交易場暗盤顯示，該股收報
3.14元，較招股價高0.56元或21.71%。不
計手續費，每手賺560元。

另外，據耀才暗盤交易中心顯示，室內
裝潢解決方案供應商莊皇集團 (8501)暗盤
最高報2元，最低報1.6元，收報1.6元，
較招股價1.56元，高0.04元或2.56%。不
計手續費，每手2,000股賺80元。輝立交
易場暗盤顯示，該股收報1.57元，較招股
價高0.01元或0.64%。不計手續費，每手
賺20元。

莊皇暗盤穩 福紡每手蝕180元
福紡控股暗盤最差，據耀才暗盤交易中
心顯示，最高報0.26元，最低報0.21元，
收報0.21元，較招股價0.22元低0.01元或
4.55%。不計手續費，每手12,000股蝕120
元。輝立交易場暗盤顯示，該股收報0.205
元，較招股價低0.015元或6.82%。不計手
續費，每手蝕1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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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眼科醫生林順潮(中)創立的希瑪眼科，在馬化騰及多名城中名流入股的光環加持下，孖展認
購反應佳。 資料圖片

■王家揚(右)強調，日後可能派息。左為
王文揚，中為王聰德。 岑健樂 攝

港■■港股昨連升第港股昨連升第77日日，，再創十年高再創十年高，，
成交續高企達成交續高企達11,,313313億元億元。。 中通社中通社

晉晉安安：：集集資購新投資物業資購新投資物業

檳傑科檳傑科達達：：藉藉港拓大中華市場港拓大中華市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