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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華為CFO孟晚舟被加拿大扣留，並可能被引渡到美國受審，由於

華為是全球最大通信設備製造商，牽涉下游全球眾多供貨商，打擊面非常大。此際正值中美經貿關

係緊張，消息震撼全球市場，拖累昨日亞股下跌，港股更一度大瀉逾800點，收跌663點，報

26,156點，兩日累跌逾1,100點。晚上歐美股市急挫，外圍港股再跌多250點，市場分析普遍認

為，事件將使中美關係更趨緊張，也會令接下來90天的中美貿易談判之路更加崎嶇。

歐美封殺

震散全球股市 恒指兩日瀉1100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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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華為事件
令中美貿易關係再添變數，瑞銀財富管理亞
太區投資總監及首席中國經濟學家胡一帆昨
表示，中美貿易糾紛是持久戰，打打停停屬
於常態，現時雖有90天談判作緩衝期，但
長期來說會造成全球產業鏈分化，市場仍會
波動，故她建議投資者做好分散投資。
胡一帆表示，中美雙方要在90日內就貿

易問題進行談判，她認為兩國要在限期內達
成貿易協議並不容易，因為貿易衝突不是只
靠一次談判就可以解決。

近半大戶看好新興市場
瑞銀財富管理昨發表年度展望報告，預測

明年全球經濟增長將從今年的3.8%降至
3.6%，企業盈利增速也將會放緩，不過明

年出現經濟衰退的可能性不大。胡一帆表
示，看好明年全球股市，投資者可留意美國
及新興國家，當前較為看好美國的金融及醫
療保健股。
新興市場方面，胡一帆指有接近一半的機

構投資者看好新興市場，雖然環球股市出現
調整，但新興市場相對穩定，新興市場的資
金由淨流出轉為淨流入。

宏利估港股明年初反彈
另一方面，宏利資產管理亞洲區股票投資

部首席投資總監陳致洲昨在另一場合表示，
預期中美貿易談判最快在明年2月底至3月
初才有共識，而內地在今年4至5月曾推出
刺激經濟政策，需要6至9個月時間才能在
實體經濟上反映，故他預計港股在明年初或

會有明顯反彈。
他又指，貿易戰將繼續影響港股表現，惟

現時港股跌幅屬過大，加上美股持續疲弱，
以及內地刺激經濟政策將出台，他預料港股
明年初會有明顯反彈，並預期港股明年可見
28,500點。 陳致洲續稱，看好非傳統的消
費板塊，例如有電商平台公司，至於傳統消
費業因受到行業競爭加劇而不被看好。

牽連遠超中興事件 手機股「人人自危」

科技股大瀉

港股A股
挫

科技股全線暴瀉
股份 收市價(元) 跌幅(%)

中軟(0354) 4.07 -11.7

長飛光纖(6869) 21.10 -7.7

中興通訊(0763) 15.52 -5.9

比亞迪電子(0285) 10.70 -5.8

瑞聲(2018) 51.55 -5.6

舜宇(2382) 69.95 -5.5

金山(3888) 12.78 -5.3

騰訊(0700) 304.2 -5.2

金蝶(0268) 7.62 -5.1

昂納科技(0877) 3.62 -5.0

京信通信(2342) 1.21 -4.7

高偉電子(1415) 1.05 -4.6

中通信(0552) 5.97 -4.2

中芯(0981) 7.15 -3.9

丘鈦(1478) 4.48 -3.2

小米(1810) 14.00 -2.1

製表：記者周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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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為的全球首席財務官在加拿大
被捕消息，震撼整個亞洲市

場，市場擔心重演中興通訊(0763)被
美國制裁的事件，甚至更加嚴重，消
息拖累昨日亞股下跌，恒指昨裂口低
開470點後，短時間內相繼跌穿10天
線及 20天線，連 50天線也一度失
守，幸好尾市仍能險守26,000點水
平，指數全日跌663點，收報26,156
點，兩日合計跌逾1,100點，成交973
億元。
國指挫2.6%，收報10,480.7點。騰

訊(0700)昨日低見303.8元，全日跌
5.2%報304.2元，獨力拖低恒指逾百
點，金融股亦向下拖低大市。大中華

區的手機設備股全線下挫，特別是區
內關連的產業鏈公司股價跌幅更顯
著，當中以華為作為主要客戶的中軟
(0354)股價急挫11%最傷，舜宇(2382)
也跌5.5%。

道指早段急挫605點
晚上歐美股市承接亞股跌勢，截至

昨晚11：55，道指急挫605點，英、
法、德股分別跌 2.74%、2.94%及
3.06%。港股在外圍亦跌勢持續，夜
期跌穿26,000點，報25,939點，跌
221點低水217點；ADR港股幅度指
數跌257點，報25,899點。
首創證券高級投顧張彥芸表示，市

場上擔心華為事件可能會對中美貿易
關係的修復上有一定影響，之後美國
對於其他的企業會不會有一些限制？
她指出，短期來看，通信板塊可能會
經歷一個回吐的過程，但從長期來
講，該板塊前景較好，所以目前可能
只是一些短期的波動。

科網軟件股同受壓
三菱日聯摩根士丹利證券資深投資

策略師藤戶則弘表示，美國一直在告
訴其盟國，基於安全考慮不要使用華
為產品，並可能繼續對其盟邦施加壓
力。因此雖然上周末中美元首會談後
出現了短暫的樂觀情緒，但現實的情

況並不會那麼容易。
訊匯證券行政總裁沈振盈指出，短

期不單手機、電訊設備股，相信連帶
半導體股、軟件股及科網股也會受壓
力。沈振盈近期一直主張投資者逢高
做淡，但他昨日表示，大市兩日間已
跌逾1,100點，現時反而是時候「食
糊」，而往後逢高做淡的策略不改。
資深分析員林一鳴亦認為，目前投

資者主要仍看中美貿易戰的發展，中
美目前正重啟談判，卻出現華為事
件，令市場憂慮談判氣氛會受影響，
隨時「講唔掂數」。就算能達成協
議，如果中國要承受過量的經濟損
失，股市亦會很「大件事」。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華為事件發生後，市場對此嘩
然，大中華區的手機產業供應鏈
公司股價全線下跌。分析師指
出，今年4月美國制裁中興通訊
(0763)，事件可能會再次重演，
但華為的地位與營收規模，遠遠
超過中興，華為去年的營收高達

6,308億元人民幣，相比中興通訊的
1,088億元，華為是後者的4.8倍，影
響層面更大。
大行富瑞發表評論，指華為CFO
孟晚舟在12月1日於加拿大被扣留，
時間正是「習特會」達成協議，暫時
押後加徵關稅的時期，這代表美國政
府有意暫時扣留孟晚舟，白宮官員一
邊在電視上推銷中美早前達成的協
議，一邊又作此舉動，市場會對此感
到困惑。富瑞相信，這是中美角力的

手段，孟晚舟被捕可能是中美交易的
突破點。

富瑞：不明朗因素增
富瑞相信，若事件是作為中美談判

施壓的手段，這不會令該行感驚奇。
據富瑞資料，華為是全球主要電訊設
備生產商，2017年全球市場佔有率
28%，智能手機在 2018 年市佔率
15%。因此，富瑞認為，科技行業存
在的不明朗因素正增加，包括中美貿
易戰、需求疲弱令存貨處理時間拖
長、公眾雲端資本開支見頂等，而華
為代表着一系列供應鏈相關股，一旦
出現問題，牽連將極廣。
瑞信的報告亦指出，華為去年盈利

達690億美元，是內地最大型的科技
公司。中國業務收入佔比為50%，歐
非中東區 (EMEA) 為 27% ，美國

11%，亞太區(除中國)為10%。在無
線設備方面，集團全球市場份額為
28%，位居第一。
基於華為的產品複雜性及收入規

模，加上供應鏈遍佈全球，料將影響
其他科技公司。

專家：現階段勿撈底
訊匯證券行政總裁沈振盈指出，今

次華為事件會令手機股「人人自
危」，起碼投資者對科技板塊的風險
溢價會進一步增高，藍籌中包括舜宇
(2382)、瑞聲(2018)都會受壓，相信投
資者不宜在現階段「撈底」。
民眾證券董事總經理郭思治認為，

港股昨下跌並非技術調整，而是政治
氣氛不明所致。目前，大市屬反覆欲
試低位的格局，政治氣氛未穩定，令
後市走勢難測。

市場信心挫 A股插1.7%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

報道）全球股市齊走弱，A股難以獨善
其身，加之華為事件迅速發酵，昨日滬
深大市明顯承壓，收市三大股指集體重
挫，滬綜指下探1.68%後，險守2,600
點整數關口，收報2,605.18點，深成指
與創業板指也分別大跌 2.44%及
2.61%。兩市共成交3,109億元（人民

幣，下同），較前日收窄114億元。
華為創始人任正非之女、公司首席財務
官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扣留，並將被引渡至美
國，雖然箇中原委尚未完全曝光，但坊間普
遍猜測，華為正在遭遇一場來自美國的5G
「狙擊」，同時引發市場對中美貿易戰升級
的擔憂。

5G概念股全線暴跌4%
受此影響，昨日A股中的5G概念股大幅

低開1.4%，收市暴跌逾4%，個股大面積狂

瀉，新海宜、世紀鼎利、聞泰科技、飛榮
達、碩貝德、吉大通信跌停，信維通信、天
孚通信、東山精密插水超9%。5G概念股
外，通信行業亦重挫4%，電信運營、民航
機場等同樣位居跌幅榜前列，下探超3%。
國家「4+7」試點帶量採購預中選結果揭
曉，中選品種大幅度降價，醫藥製造板塊午
後大面積閃崩，貝達藥業、普洛藥業跌停，
華東醫藥、泰格醫藥跌9%；復星醫藥、萬
孚生物跌超8%。
市場擔心中美關係交惡，人民幣回吐。
昨日官方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報6.8599，較
上交易日貶值123點子。離岸人民幣午後更
一曾跌穿6.9，低見6.9015。
廣州萬隆認為，利空消息會對市場心態

有衝擊，但另一方面，大盤估值已經處於歷
史低位，料中長線資金殺跌減緩，將會有利
於指數企穩，投資者可以關注結構性超跌反
彈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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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全球基站銷售份額

中興中興1313%%

諾基亞諾基亞2323..33%%

愛立信愛立信2626..66%%

華為華為2277..99%%

全球第全球第一一

NEC 1.4%富士通0.9%
三星3.2%

其他3.8%

註：華為2017年收入達6,036億元人民幣，淨
利潤474.55億元，是內地最大型的科技公司

華為全球業務分佈

中國業務中國業務收入收入

佔佔5050%%

歐非中東區歐非中東區

佔佔2727%%

亞太區亞太區((除中國除中國))佔佔1010%%

美國美國佔佔1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