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股雞年升30% 八年最勁
恒指重上三萬關 市值年增10萬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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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四大指數雞年累計升幅
指數 猴年收市 雞年收市 升幅

（2017年1月26日） （2018年2月14日）

上證綜指 3,159.17點 3,199.16點 +1.27%

深圳成指 10,052.05點 10,431.91點 +3.78%

創業板指 1,886.23點 1,646.77點 +12.7%

上證50 2,364.02點 2,871.79點 +21.4%

製表：記者 章蘿蘭

部分白馬股雞年升幅
股份 升幅

隆基股份（601012.SH） +125.7%

格力電器（000651.SZ） +110.4%

貴州茅台（600519.SH） +108.6%

青島海爾（600690.SH） +95.9%

美的集團（000333.SZ） +90.3%

製表：記者 章蘿蘭

雞年十大藍籌股
股份 昨收報 全年升幅

碧桂園（2007） 13.34元 +199.1%

舜宇光學（2382） 124.3元 +171.6%

吉利汽車（0175） 22.5元 +143.7%

騰訊控股（0700） 433.6元 +112.1%

中國平安（2318） 84.15元 +109.8%

瑞聲科技（2018） 148元 +85%

銀河娛樂（0027） 65.65元 +78.9%

蒙牛乳業（2319） 25元 +72.5%

中國神華（1088） 21.8元 +54.9%

萬洲國際（0288） 9.05元 +52.8%

註：雞年恒生指數升30.63%

雞年十大國指成份股
股份 昨收報 全年升幅

中國平安（2318） 84.15元 +109.8%

中國國航（0753） 10.8元 +92.8%

萬科企業（2202） 36.2元 +82.8%

招商銀行（3968） 33.5元 +70.9%

比亞迪（1211） 71.3元 +65%

海螺水泥（0914） 40.8元 +62.2%

廣汽集團（2238） 16.96元 +59.7%

中國神華（1088） 21.8元 +54.9%

工商銀行（1398） 6.78元 +41.8%

建設銀行（0939） 8.10元 +39.6%

註：國企指數雞年累升25.06%

港股近日在農曆新年假期前
大跌，但昨日在約1,100億元的
低成交下，恒指一度被挾高近

800點，相信是好友挾淡倉舉措。至於能否扭轉大
市近日頹勢，就要看基本面及技術面。

後市表現看「北水」
昨日上升的股份雖然超過1,200隻，下跌股份只

有400多隻，惟藍籌升幅並不突出，普遍只有2%
至3%，僅與大市同步。觀乎資金主要流入較高息
的銀行股，也反映投資者並不進取，股市只是表面
風光，一旦假後「北水」流港的步伐未能跟上，港

股技術上很難繼續向好。
然而，「北水」很大機會在節後重臨。首先是環

球股市企穩，尤其歐洲股市近期跌幅不算大。另外，
基本面方面，港股將進入業績期，匯控(0005)及恒生
(0011)將於大年初五(20日)公佈去年業績，一般估計
盈利尚算不錯，這不利於淡友的「空襲」行動。

踏入3月的兩會行情，也令市場有憧憬。由於今
年是中國內地改革開放40周年，料中央將推出新
一輪改革計劃和開放政策，特別是「混改」及企業
整併機會，有助提升國企股表現。故此，若有人現
在做空的話，其面對的風險可謂相當大，故昨日流
入的資金，有可能炒作上述題材。 ■記者 周紹基

好友挾淡倉謀反攻？
�1?

在兩地銀行股領漲下，港股於雞年今
日「收爐」前夕被好友大舉挾高，

恒指一度升近800點，全日收報30,515
點，大升676點或2.27%，創2015年10
月以來最大單日升幅。昨日上升股份超
過1,200隻，惟深滬港股通已經休市，在
欠「北水」流入下，港股成交額頓減至
僅1,112億元，是今年以來最小。國指則
收報12,260.9點，升2.1%。

聯想年跌24% 最差藍籌
回顧雞年大藍籌表現，升幅最佳是碧
桂園，升達199%。由於吉利(0175)近日
大幅回吐，令升幅第二位的藍籌變成舜
宇(2382)，升172%。表現最差藍籌仍是
聯想，跌幅逾24%，中石油(0857)則緊
隨其後，跌近13%。
國指成份股方面，同時又是藍籌的平
保(2318)近日回吐後，雞年升幅仍有
110%，其在藍籌中表現只排第五，但

在國指成份股中排第一。受惠人民幣上
升，航空股向好，國航雞年升93%，可
謂「爆冷」。
至於雞年表現最差為中國銀河(6881)，
跌逾25%，加上跌21%的海通證券(6837)
及跌9.6%的廣發證券(1776)，券商股過
去一年表現可謂差勁。另外，中鐵建
(1186)、中鐵(0390)及中交建(1800)亦跌
近24%、近19%及逾12%，同樣反映市
場對基建股毫不友善。

偷步炒業績 匯豐恒生省鏡
至於昨日大市，憧憬息口上升利好業

績，兩地銀行股成為升市火車頭，恒生
(0011)在藍籌中表現最好，公佈業績前更
獲高盛上調評級，股價急升7.8%，創
2009年5月以來最大升幅。匯控(0005)更
見過 82元，全日升2.6%。中銀香港
(2388)也升4.3%。四大內銀中，以建設
銀行(0939)表現最好，大升逾4.5%，市

值一日增逾800億元，獨力推高恒指近
120點。另外，工商銀行(1398)及農業銀
行(1288)亦升3.5%及2.6%。
市場人士指出，有資金乘匯控及恒生

在農曆年假後公佈業績，加上高盛又預
計匯控會宣佈30億美元回購計劃，引發
偷步入市。除高盛外，摩通也唱好恒生
業績，由於恒生目前仍有約3%股息
率，有利資金避險，故該股短線有支
持。

分析員：難言走勢已扭轉
耀才證券研究部總監植耀輝表示，不
單港股，A股昨亦見反彈，但各自總成
交都大幅減少，反映投資者在長假前，
入市態度審慎。他認為，大市要確認跌
浪已見底，需要回升上31,000點水平，
即要收復50天線並企穩，故現時斷定港
股走勢扭轉屬言之尚早，後市仍要視乎
美股及A股行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港股今日雞年「收爐」，好友昨日借長假前交

投淡靜及美股向好，大舉挾高港股，恒指收升676點重上三萬關，報30,515

點。雖然今日尚有半日市，但統計雞年至今，恒指勁升7,155點，升幅30.6%

是自2009牛年後即八年來最勁，市值增近10萬億元。雞年升幅最勁藍籌是碧

桂園(2007)，升近兩倍；表現最差為聯想（0992），大牛市下竟錄得24.27%跌

幅。雞年股民大豐收，接下來是狗年，人人希望港股繼續雞犬升天。

聞雞未起舞滬指僅漲40點

人幣累升7.9%終結兩年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人民幣昨日於雞年
最後一個交易日中間價大幅走貶181點，創近三周新
低，不過人民幣兌美元即期在岸價(CNY)收市僅微跌
1點子，收報6.3441，離岸CNH即期則下跌5點子至
6.3335。統計雞年，人民幣兌美元即期累升7.9%，扭
轉歷時約兩年跌勢。不過，外電昨公佈一項調查顯
示，美聯儲若今年一如預期至少加息3次，人民幣兌
美元將回吐2018年至今近3%的大部分升幅。
CNY昨日走勢相當反覆，於9時開市後，不斷

下跌至近全日低位6.3538，其後下午1時多反彈至
6.3306的全日高位，之後徘徊於6.34水平以上，於
昨晚5點13分，報6.3412。CNH走勢大致相同，
低位曾見6.3461，高位則為6.3233，於昨晚5點13
分，報6.3318。

業界不確定美元反彈
路透昨公佈調查顯示，如果美聯儲今年至少加

息3次，未來一年人民幣兌美元將回吐今年至今的
大部分升幅。逾60位外匯策略師預計，6個月後人
民幣兌美元料走弱至6.41，一年後料降至6.44。不
過今次的與上次相比，今次調查的預估區間和中值
顯示，分析師們對美元的反彈並不那麼確定。
德國商業銀行外匯分析師Thu Lan Nguyen在研

究報告稱，美國工資近來表現強勁，已在市場引發
通脹將上升的疑慮，這對美元有利。該行認為美元
有不錯的上漲機會，從而也幫助美元兌人民幣進一
步上升。他又預計，受到中國經濟增長前景較弱的
影響，人民幣兌美元未來幾個季度將小幅貶值。

澳新：資本流入中國升溫
儘管如此，少數外匯策略師仍預計未來一年人民幣

兌美元將上漲，最樂觀的預期甚至認為人民幣將大幅
上漲至5.65，為1992年11月以來最高。超過四分之
一的受訪者預計，未來一年人民幣將逾越上周觸及的
兩年半高位。澳新銀行亞洲資深策略師指：「人民幣將
進一步升值，因為資本流動已經變得更加均衡，並可能
轉為流入，因外資對境內中國資產的需求升溫。」
事實上，上周人民幣兌美元觸及兩年半高位，今
年以來上升近3%，主要受美元賣盤的推動，還有一
部分原因是中國人民銀行給出的中間價整體上升，
兌美元中間價於1月急升3.1%，創1994年匯改以來
單月最大升幅，2月8日見6.2822，刷新「8．11」
匯改後新高。美元指數繼去年下跌將近10%後，在
2月1日觸及2014年12月以來最低點88.671。

■有外資
行料人民
幣兌美元
未來數季
將小幅貶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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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
報道）雞年最後一個交易日，滬綜指
繼續向3,200點發起衝擊，最終距此
一步之遙，止步於 3,199 點，小漲
0.45%。回望雞年，上證綜指最高觸
及3,587點，無奈「晚節不保」，1月
下旬以來斷崖式回落，全年僅累計升
40點或1.27%；深圳成指升3.78%；
上證50指數最亮眼，飆升21.48%，
可見A股大走藍籌、白馬行情。備受
冷落的創業板指則「受傷」，累跌
12.7%。
昨日為農曆新年前最後一個交易
日，投資者已無心戀戰，交投跌至冰
點，兩市成交僅 2,369 億元（人民
幣，下同）。滬深主板早盤高開低
走，午後再度回升，滬深兩指成功收
紅。當中，滬指曾見3,203.5點，惜

最終再失3,200點，截至收市報3,199
點，漲14點或0.45%。至於深指報
10,431點，漲69點或0.67%。另外，
創業板指報 1,646 點，跌 1 點或
0.11%。各板塊中，鋼鐵、貴金屬、
有色金屬、水泥建材等股領漲，而安
防設備、軟件服務、券商信託、造紙
印刷等則略略下挫。

上證50飆升 創業板下挫
回顧雞年，受再融資新規出台，A

股被納入MSCI、股指期貨再鬆綁、
IPO審核趨嚴等利好提振，A股板塊
輪動，股指不斷攀升，但年末受美股
暴跌等因素影響，各指數均大幅回
落，拖累全年表現。滬指與深指在雞
年僅分別小幅上行1.27%、3.78%，
類比全球股市，處於中下游水平。而

在增量資金有限的大前提下，藍籌股
與中小創雞年走勢分化，各大指數迥
然各異是明顯印證。上證50指數其間
飆升 21.48% ，創業板指卻累挫
12.7%，境遇天壤之別。

股民睇後市 漲跌近各半
中小創在雞年不盡人意，狗年的翻

身仗備受期許。據東方財富網的一項
最新調查，被問及節後更加看好哪個
板塊時，有21.4%的股民選擇大金融
板塊；同時有高達34.8%的股民，對
中小創抱有很高期望。不過，歷經節
前動盪，股民對節後大市的判斷頗為
分歧，有40%股民認為大盤在節後有
望上漲，同時有36%股民看跌；也有
24%的股民預測大盤維持震盪。
目前市場整體情緒保守，融資客紛

紛撤退。截至13日，上交所融資餘額
報5,953.28億元，較前一天減少55.99
億元；深交所融資餘額3,960.06 億
元，較前一日減少35.11億元。兩市
融資餘額已經連續10日下降，為三個
多月以來最低。
相關統計並提及，A股歷史上的狗

年頗為動盪，若非大漲，即是大跌。
1994年的狗年滬綜指重挫29%，為史
上第二大年跌幅；2006年的狗年滬綜
指大漲 138%，為史上第二大年漲
幅。

■A股市
場目前情
緒保守，
兩市融資
餘額連續
10 日 下
降。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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