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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股市上星期突破33,000
點，再創新高。港交所(0388)行
政總裁李小加表示由於「三大
變化」，港股可以持續上升。
首先是估值仍在合理水平、其
次是經過互聯互通南下的內地
資金會持續為港股帶來流動
性。最後是引入同股不同權、
改革上市制度後，可以提升市
場信心。恒生指數全星期上升
899點，連續 7個星期錄得升
幅。
有大行全面上調內銀股目標
價，將建設銀行(0939)目標價上
調至11.9元、工商銀行(1398)目
標價上調至9.2元、並將中國銀
行(3988)目標價上調至6.4元。
建行突破9元創上市新高，全星
期累升近7%。如看好建行，可
留意建行認購證(21799)，行使
價9.58元，7月到期，實際槓桿
6倍。中行全星期累升8%，表
現為三大行之冠。如看好中
行 ， 可 留 意 中 行 認 購 證
(22294)，行使價5.18元，10月
到期，實際槓桿5倍。

看好港交所吼購輪22171
李小加表示，今年港交所的
首要任務是完成上市改革。李
小加期望在農曆新年後就修訂
上市規則諮詢市場意見，6月開
始接受新經濟公司的上市申
請。對於北水推動港股成交，
年初至今每日平均成交金額逾
1,500億元，李小加指北水淨流
入的情況不會突然逆轉。港交
所上周曾升至306元創上市新
高。如繼續看好港交所，可留
意港交所認購證(22171)，行使
價358.88元，9月到期，實際槓
桿5倍。
國際油價升至逾三年高位，
石油股顯著發力，中石油(0857)
一周升10%。如看好中石油，
可留意中石油認購證(21133)，
行使價6.89元，6月到期，實際
槓桿7倍。中海油(0883)一周升
幅亦有半成。
如看好中海油(0883)，可留意
中海油認購證(21084)，行使價
14.9元，7月到期，實際槓桿8
倍。

資金加快流入A股市場

另外，內地投資者資金亦見同步入
市，融資融券餘額由2017年底的

1.02萬億元人民幣上升至1月24日1.07萬
億元人民幣(圖)，年初至今只有兩個交易
日錄得輕微下跌。從走勢上看，上證指數
已連升6個星期，並一舉突破3,400點及
3,500點心理關口，形勢利好。
剛才提及，資金趨向估值較低的地方，

現時上證指數預期市盈率約13.8倍，較深

圳綜指20.6倍為低，可見上海股市於估值
上較為吸引。

價值型股票中線看好
從年初至今的表現上亦反映出投資者的

偏好，截至1月25日，上證指數2018年
累積升幅為7.3%，遠較深圳綜指的2.8%
優勝，升勢集中於舊經濟板塊。以金融業
為例，受惠由今年開始實施的定向降準措

施，內地銀行板塊盈利增速有望提升。
另外，MSCI新興市場指數納入A股將

於6月份生效，在去年公佈222隻將被納
入的股份中，以舊經濟板塊的價值型股票
居多，料此類型股票中線將較受資金追
捧。
此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於1月

22日上調全球2018
年經濟增長預測，
其中將中國內地經
濟增長預測上調
0.1%至6.6%，加上
市場氣氛良好的情
況下，料上證指數
短期之內有望挑戰
3,600點水平。
基金選擇包括安聯

神州A股基金，其行
業分佈主要為金融
（21% ）、 工 業

（17%）、非主要消費（10%）及資訊科技
（13.5%）；主要持股包括中國平安（2318）、
招商銀行（3968）及建設銀行（0939）等大型金融
股份，過去1年回報達53.3%。另外，摩根中
國先驅A股基金的行業分佈主要為金融（27%）、
非主要消費（16%），及資訊科技（16%），基金
於2006年成立，擁有較長的記錄。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環球股市延續2017年強勢，正當指數連創新高之

際，估值同時亦水漲船高。資金開始尋找估值較低，升

幅亦較落後的股市。事實上，除了經常被廣泛報道「北

水」經港股通渠道流入香港股市外，經滬股通或深股通流入A股市場

的資金亦相當穩定，2017年下半年由此途徑流入A股市場約有826億

元人民幣，而且資金流入速度於2018年有加快趨勢。

■光大新鴻基財富管理策略師 溫傑

美元弱勢 金價續上行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 黃美斯

倫敦黃金上周四一度升至 1,366.07 美
元，為2016年8月3日以來最高，其後在
特朗普稱希望看到美元強勁後，金價走勢
一度逆轉，跌見至1,342.70美元，但在周
五已見重新回穩，回返至1,350美元水平
上方。美國經濟增長放緩的數據令美元維
持承壓；去年第四季美國經濟增長2.6%，
低於路透預估的3%。技術走勢所見，由
2013年至今，金價走勢形成了一組雙底形
態，頸線位置為2016年7月高位1,374.91
美元，倘若可突破此區，料金價中短期仍
可續展升勢。
若以最近的底部計算，即2016年12月

低位1,122.35與頸線的相距幅度，技術延
伸目標將會達至 1,627 美元。另外，由
2011 年 高 位 1,920.30 至 2015 年 低 位
1,045.85美元，累計跌幅為874.45美元，
黃金比率38.2%的反彈水平為1,380，擴展
至50%及61.8%則會看至1,483及1,586美
元。2014年3月高位1,391.76美元亦可為
阻力依據，進一步則料會考驗1,400美元
的心理關口。此外，金價由去年12月中旬
至今的上升行情中已在圖表形成一上升趨
向線，目前位於1,342美元，需慎防後市

若跌破此趨向線，則會破壞當前的強勢格
局，有出現較大規模的調整風險；而金價
上周四的短暫急挫則曾逼近此區，但未有
跌破下已見快速回返至1,350上方。估計
較大支持可參考25天平均線1,320以及
1,308美元。

銀價有望延續漲勢
倫敦白銀方面，銀價上周四升見至16.69

的四個月高位。技術圖表上可見，由2016
年至今銀價走勢形成一組大型三角形態，
頂部在17.28美元，上周三已見初步突破
頂部，若可持穩此區之上，料銀價仍會進
一步延續漲勢。若以自2016年7月高位
21.11至2017年7月低位14.86美元的累計
跌幅計算，50%及61.8%反彈水準為17.98
及18.72美元。當前亦可參考250周平均線
位置17.85美元。下方支持預估在17.10美
元，進一步關注 100 天平均線 16.88 及
16.70美元。
美聯儲本周三將召開議息會議，由於美

聯儲剛在12月升息，同時這是耶倫任內最
後一次會議，預計不會有任何政策變動，
各界把焦點放在其釋出的今年升息展望訊
號；市場亦矚目於美國總統特朗普將在周
二發表任內第一份國情咨文以及周五公佈
的美國就業數據。

動向輪證
中銀國際股票衍生產品聯席董事

葉滙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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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極米科技獲三創新大獎

據悉，黃河財險將聚焦工程、通用
航空、物業服務保險領域，經營

範圍涵蓋除特種保險以外財產險全部
業務領域，經營區域為甘肅省與北京
市，兩年後逐步在全國設立分支機
構。

聚焦工程及航空領域
黃河財險股東包括甘肅省公路航空

旅遊投資集團、中國鐵建投資集團、
名城地產（福建）、蘭州蘭石集團、
白銀有色、中交建股份、讀者出版傳
媒股份、甘肅遠達投資集團、蘭州新
區城市發展投資集團，首期資本金25
億元人民幣。9家股東有6家的主營業
務是基礎設施建設，可為基礎設施建
設提供一籃子保險業務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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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河財險正式開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兵成都報道）
記者從成都高新區獲悉，在2018年美國拉
斯維加斯消費電子展（CES）中，成都市
極米科技有限公司選送的極米激光無屏電
視A1 Pro獲得家用影音設備和配件品類創
新大獎，極米無屏電視CC極光獲得便攜
式播放器和配件品類創新大獎。
同時極米子品牌旗下商務智能投影

Lightank W100獲得計算機硬件和配件品
類創新大獎。
「這是極米第 3 次 亮 相 CES， 在

2017CES年度創新獎項評選中，極米無屏
電視Z4榮獲『最佳創新獎』。」極米科技
有限公司公關總監郭雪晴介紹。
2018年美國拉斯維加斯消費電子展日前

舉行，近4,000家企業參展。成都高新區
極米科技、咕咚、理想境界、柔電雲科、
佳明航電等企業攜帶各自的最新產品參
展。

致力於智能運動的咕咚是首次參展，是
次參展的重點產品智能跑鞋2.0海外版，
還有可監測心率的運動內衣等運動產品。
理想境界則展出了最新的VR一體機。

「我們將進一步探索與垂直行業的深度融
合，比如在手術醫療行業，VR一體機能
否發揮更大的作用。」理想境界虛擬世界
教育總監李學良說，參展CES有助於該公
司對接北美及全球市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應江洪 新疆報
道）記者從南航新疆分公司了解到，南航
新疆分公司2017年累計安全飛行18.5萬小
時，創中國民航最好安全紀錄。

去年安全飛行18.5萬小時
據了解，南航新疆分公司在過去的2017

年，全年安全飛行18.5萬小時，執行航班
7.1萬架次，飛行總里程達1.2億公里，安

全運輸旅客780餘萬人次。
南航新疆分公司亦繼續完善國際國內航

線網絡，持續加密和開通烏魯木齊至國內
主要城市的航線航班，積極打造烏魯木齊
航空樞紐和喀什次樞紐。一年來，該公司
先後開通了多條疆內城市直達中東部城市
的航線和疆內串飛航線，同時積極協調南
航其他子公司開通了90餘條涉疆航線，19
個援疆省市都有了直達烏魯木齊的航班。

■極米激光無屏電視A1 Pro。
香港文匯報四川傳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殷江宏報道）大
記者從此間舉行的山東省經濟和信息化工
作會議獲悉，目前山東有23個智能製造項
目列入國家試點示範，居全國首位。山東
省經信委主任錢煥濤表示，2018年該省將
立足高端製造引領，持續推進重點行業轉
型升級，啟動「中國製造2025」國家級示
範區創建工作，爭取盡快進入國家佈局。

擬打造高水平創新平台
錢煥濤指，今年該省將立足創新驅動戰

略，打造高水平製造創新平台，力爭全年
建設省級製造業創新中心5家，並加快發

展新業態新模式，組織實施新一代人工智
能產業發展三年行動計劃，加快該省新一
代人工智能產業發展。此外，該省將立足
製造業與融合，大力發展數字經濟、實施
智能製造，制定實施智能製造「1+N」帶
動提升行動方案，培育標杆企業和智能製
造系統解決方案供應商，實現新突破。
另據了解，作為工業大省，去年山東全

年壓減粗鋼產能527萬噸、生鐵產能175
萬噸，鐵腕清除「地條鋼」企業36家，取
締產能 675萬噸。壓減煤炭產能 516萬
噸，清理整頓電解鋁違規產能 322.5 萬
噸，超額完成年度任務。

山東擁23智能製造試點全國居首

南航新疆分公司創安全飛行紀錄

■甘肅省委常委、副省長宋亮（右）與甘肅省政協
副主席郝遠為黃河財險揭牌。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肖剛甘

肅報道）黃河財產保險股份有限

公司日前正式開業，為第一家致

力於建造向西開放平台的保險公

司、第一家致力以工程保險為特

色的財險公司、第一家按中國保

監會《關於加快貧困地區保險市

場體系建設提升保險業保障服務

能力的指導意見》批覆成立雙總

部的保險公司、第一家開業即可

經營農業保險和信用保證保險的

保險公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陳旻南京報道）江
蘇省浙江商會執行會長周才炳近日發佈
《江蘇省浙商企業發展報告》披露，目前
在江蘇投資興業的87萬名浙商，興辦企業
13萬餘戶，投資額超1萬億元人民幣。周
才炳稱，浙商已成為江蘇來自外省（市、
區）的第一大商人和企業家群體。
據介紹，此報告為江蘇省浙江商會在
2017年下半年，聯合東南大學，組織了課
題組，通過查閱政府有關部門的統計數
據，依托分佈在江蘇的省、市、縣三級
127家浙江籍商會，對在蘇浙商經營發展
情況進行的一次較全面調查。周才炳說，

浙江商人從古至今都是中國經濟發展重要
推動力。

以批發及零售業佔最多
江蘇和浙江山水相連，人稱「吳越」或

「江浙」。江蘇一直是浙江商人除本省外
投資興業首選地。江蘇省浙商企業主要集
中在蘇州市、南京市和徐州市。
其中，蘇州市是浙商企業分佈最多的城

市有20,050家，大約佔全省總數的31%，
其次則為南京市有18,194家，佔全省總數
的28%。
報告指在蘇浙商企業進入的領域中，批

發和零售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以及製造
業三大行業，佔企業總數近80%，當中又
以批發和零售業的企業數量最多，為
23,246家，租賃和商業服務業居次，為
14,629家，製造業企業數量居第三位，為
12,918家。

成本升融資難成發展障礙
而勞動力成本上升、產能過剩、融資難

等，是當前阻礙在江蘇浙商企業經營發展
的最大障礙。另有浙商企業反映，還存在
創新人才不足、品牌缺乏、市場進入受
限、併購和整合困難等困難。

87萬浙商江蘇投資逾萬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仕珍西安報道）
記者從1月18日召開的陝西省商務工作會
議獲悉，2018年陝西將以自貿試驗區為引
領，重點圍繞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國
家經濟合作、探索人文交流新模式、軍民
融合深度發展等特色試點任務，抓好創新
案例培育，打造改革開放新高地，為國家
探索更多可複製可推廣的陝西經驗。
據陝西省商務廳廳長趙潤民介紹，陝西

堅持把自貿試驗區作為全面深化改革和擴
大開放的試驗田，截至2017年底，陝西自
貿區內新增註冊企業9347戶（其中外資企
業107戶），新增註冊資本3,099.8億元
（其中外資企業6.7億美元）。新增註冊資
本1億元以上企業231戶。

力拓「一帶一路」市場
趙潤民表示，陝西將大力發展樞紐經

濟、門戶經濟、流動經濟，全面推進「一
帶一路」國際商貿物流中心建設，積極引
導企業建立「海外倉」，開展境外集貨業
務，擴大「長安號」中歐班列的運營能
力。依托名牌地產品的突出優勢，陝西將
支持企業在哈薩克斯坦、德國、匈牙利等
設立「海外倉」和國際營銷服務網點，在
重點邊境口岸設立陝西品牌展示中心，培
育更多出口品牌。

陝自貿區去年新增企業逾9000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