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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大型股疫情下現韌性
本欄早前提出黃金、 可持續發展

（ESG）策略、美國大型股及科技板塊為

下半年四大投資主題。 近期美股走勢強

勁，納指更屢創歷史新高，故今期將探討

如何部署美國大型股。光大新鴻基產品開發及零售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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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多月的疫情令美國經濟停擺，對當地
企業營運及盈利表現帶來不少衝擊。當

中對經營基礎薄弱的中小企業影響尤其嚴
重，不少中小企難以透過向銀行貸款等傳統
渠道維持財政。儘管它們可藉財政部及小型
企業管理局（SBA）推出的薪酬保障計劃
（PPP）獲取援助，但最後亦逃不過結業厄
運。根據美國哈佛商學院與當地其他大學聯
合發布的數據顯示，自3月初疫情蔓延以
來，超過10萬家小型企業倒閉。
而代表美國小型股–羅素2000指數的表現

亦遠差於標指，年初至今仍跌約16%。大型
股基本因素較佳相比之下，被市場廣泛認為
是衡量美國大型股市場的標普500指數，以
年初至今計只跌約2.4%。若從3月中旬低位

計算，更反彈逾40%，其幅度之大為近年少
見。我們對大型股於疫情下的表現亦看高一
線，箇中原因在於大型企業一般現金儲備較
為充裕，其債務水平及融資能力相對優勝。
此外，大型企業業務亦較為廣泛，甚至遍及
全球，能借助其行業領導地位靈活應對外部
環境之餘，更能藉疫情引起之汰弱留強，擴
大其市場主導地位。

待美股調整伺機低吸
誠然，受惠聯儲局及國會推出規模龐大的

經濟救助措施，包括無限量化寬鬆、超低息
環境（利率維持接近零的水平至 2021 年
底），及逐步重啟經濟下，市場普遍預測，
美國第三季度國內生產總值（GDP）將反彈

接近20%。雖然美國6月服務業及私人企業
活動均有改善，但光大新鴻基認為，美國經
濟復甦之路仍存暗湧，今年餘下時間當地經
濟增長可能呈「W型」走勢。這預測建基於
中美貿易協議及政治局勢存在重大不確定因
素，以及各州份疫情出現反彈趨勢。該國最
新確診數字已超過300萬宗，若當地第二波
疫情失控，勢將再度打擊消費需求和製造
業，令美股短期內或會出現較明顯的調整，
故建議投資者宜待調整時才吸納大型股。

部署微軟等大型企業
基金部署方面，進取投資者可考慮利用美

國股票基金適量部署美股。例如「聯博美國
增長基金」，其首五大持股均是盈利前景較
穩定的大型企業，例如微軟、facebook，及
谷歌母公司Alphabet。較保守投資者則可考
慮透過美國平衡基金，分散部署美國股債。
例如「安聯收益及增長基金」，主力投資北
美企業債券及大型股票，當中股票、可換股
債券，及高收益債券各佔組合約33%。其最
新美元每月派息類別年息率約9.5%。兩者晨
星綜合評級分別達4星及5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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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玄學

岑智勇
獨立股評人

在半年結效應下，加上A股
重上3,000點後走勢勢如破竹，
恒指在7月初走勢強勁，在首4
個交易日曾上升超過2,200點，
而且成交急增，走勢教不少投
資者意外。不過，股市雖好，
但世情卻漸見變化。在小暑後
的首個交易日（7月7日），筆
者在《Sam Sam同您做功課》
（網址：https://youtu.be/tD-
pJvKCZQNI）的彩蛋時段中，
稍為為癸未月作解碼，言猶在
耳，當天在香港出現多宗新冠
肺炎的新案例，頓時令人想起
2003年 （癸未年）的狀況。

癸未月應加強防疫
新冠肺炎在香港的新增案例
特然增加，對香港投資市場的
影響仍有待發酵，但讀者們在
癸未月好應加強防疫，不宜鬆
懈。參考香港天文台的資料，
大暑的時間為2020年7月22日
16:37，其八字為庚子年 癸未
月丙寅日丙申時，丙火日元，
自寅木為偏印，月柱癸水為正

官，未土為傷官，年柱庚金為
偏財，子水為正官；時柱丙火
為比肩，申金為偏財。此造偏
向身弱，未能任財。月柱傷官
見官，要以財（金）通關；但
由於日支及月支寅申沖，其中
申金為財星，財星受沖，恐怕
未能發揮能力，同時更使年干
庚金的根基不穩，不利財運，
也不利股市，尤其在7月下旬至
8月上旬左右，會有比劫分財的
情況，料股市走勢會轉差，而
且波動。此外，地支子未相穿/
相害，加上傷官見官未能通
關，相信整體狀況仍會波動，
而且政府與人民之間的關係並
不和諧，投資者宜注意風險。
從另一個角去看，中國內地

及香港的八字都是甲木日元，
以土為財。上期提到的2020年
小暑八字 （庚子年 癸未月 庚
戌日戊子時），是一個土重的
八字，正就是內地及香港的財
星。適逢是夏天最後一個月，
正值轉節氣，土氣較重。中國
證金公司宣布修改《轉融通業
務保證金管理實施細則（試
行）》及《轉融通業務合同》
後，A股的融資額急升，成為
利好市場的動力。不過，由於
立秋（8月7日 09:06）後會進
入秋季，金氣漸來，投資者在
把握「政策紅利」的同時，也
應「見好就收」。（筆者為證
監會持牌人士，沒持有上述股
份。）

■佛山傢俬業在疫下掀起轉攻電子渠道銷售浪潮。簡歐宮廷（大圖）的生產車間滿負荷生產，但仍
然供不應求。細圖為一名佛山直播銷售員在與粉絲互動，推介家居產品。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

佛山傢俬企轉攻線上 網店已逾萬

佛山家居品牌簡歐宮廷負責人方林敏
2006年開始從事家居行業，依靠床

墊生意攢下第一桶金，逐步擴大生產。
近年看到電商線上交易日漸成為趨勢，
決定啟動產銷模式的轉型。因為只有初
中文化，方林敏起初連鍵盤都不會用，
但他通過各種方式學習電商知識，更透
過阿里巴巴「淘寶大學」，學了一整套
電商營銷技巧。之後，他基本放棄線下
賣場銷售形式，以工廠為生產基地，轉
向做純電商。

廠家：訂單持續供不應求
由於當時「移動定製」營銷模式還是
空白，他瞄準這個機遇果斷進入。「比
如說我們透過線上展示產品樣本，消費
者可以此為基礎，根據自己的愛好、需

求提出顏色、尺寸的改變。對接好之
後，我們可以迅速生產，基本一周左右
就可發貨，周期很短。」
方林敏說，在天貓上，他們還做到了

先發貨，消費者對質量等沒有異議後再
付款。這種模式，對促進交易，也起到
了極大的作用。疫情期間，方林敏的8
個工廠，沒有一位工人失業，反而增加
了人手，至今訂單仍然處於供不應求的
狀態。「至少50位傢俬老闆來問，怎麼
開淘寶店了。」最近這段時間，方林敏
的訪客急速變多。方林敏說，疫情讓眾
多傢俬廠、經銷商、賣場乃至行業協會
裏的老前輩，意識到「多一條腿跑
路」，至關重要、迫在眉睫。
比方林敏更年輕的90後王定宇，與父

輩在佛山經營傢俬廠。他的營銷方式則

是短視頻吸引顧客，銷售轉化率比以往
倍增。僅僅在天貓618期間，該店舖交
易已經完成全年預設目標，他也因此成
為佛山傢俬基地受邀講師。

電商：導購員亦轉型直播
阿里巴巴極有家戰略合作夥伴、佛山

商家服務中心負責人楊毅告訴記者，疫
情之下，家居賣場亦在紛紛轉型，比如
之前大量線下導購員，開始嘗試轉型直
播銷售員。「我們近期幫助數十名導購
員做培訓，成功轉型直播銷售員。與快
消品直播銷售員相比，家居主播並不靠
顏值吸引流量，而是重在專業性，這恰
恰是他們的長處，所以轉型難度並不
大。」
對於今年佛山家居企業數字化轉型的

效果，樂從家居協會秘書長楊志華用
「驚人」來形容。

辦灣區對接大會增聯動
楊志華告訴記者，接下來將舉行粵港

澳大灣區傢俬工廠與電商的對接大會，
讓更多家居企業通過數字化轉型，實現
產業的升級。同時，也將嘗試通過電商
與賣場結合，推動線下與線上的聯動。
廣州市社科院高級研究員彭澎告訴記

者，今年以來，廣州女裝、汕頭內衣、
佛山家居、潮州智能馬桶在內的超過100
個廣東產業帶，率先在阿里巴巴平台快
速恢復，無論是前端的主播，還是背後
驅動者，大量的年輕的創業者在數字化
工具應用上，扮演了中堅角色，很大程
度地重啟產業生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佛山報道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以

線下賣場零售批發為主要營銷

模式的傢俬業受到較大衝擊。

其間一些在疫情之前及疫情中通過營銷方式

數字化開展線上業務對接的傢俬企業，成交

量大增。記者走訪發現，有開展純電商銷售

的企業，業務支撐起8家工廠的產能。阿里

巴巴提供的數據顯示，目前佛山傢俬產業帶

僅在淘寶天貓上就已經形成超萬家店舖的規

模，今年以來線上交易不降反增，特別是618

期間，佛山家居企業線上訂單同比增長近四

成，成交額在全國各類產業帶中位居第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敖敏輝佛山報
道）陳科潔是一位85後，父輩97年起
就在佛山開廠做傢俬生意。從2003年
開始，父親在樂從傢俬賣場開了檔
口，也開始做銷售生意，主要銷往華
南、東南亞、中東三地區，外貿訂單
佔到比較高的比例。

新一代買家鍾愛網購
2013年陳科潔隨父親來到佛山承接

家族生意。2016年，這位年輕人感受
到整個外貿市場開始有不景氣跡象，
與此同時，其也明顯感受到當前的消
費群體和消費習慣已經發生了很大的
變化。
「95後已經成為購買傢俬新軍，他

們喜歡在線上選傢俬，他們對價格不
一定那麼敏感，但他們對風格、款式
有很高的要求。」陳科潔感受到大量
的客戶分流到了線上，對生產模式、
銷售模式已經提出全新的挑戰。
2016年他心一橫決定發展電商，開

始組建電商團隊。一開始，他們以櫃
類產品作為核心競爭產品，進行單點
突破，發展穩健。
2018年，天貓旗艦店牽牛花傢俬也

開了起來。陳科潔把全部資源集中到
電商，如今淘寶加天貓店舖月銷300
餘萬。

父輩同業棄電商生意淡
也許是這個線上渠道鋪路，今年疫
情對陳科潔並沒有造成影響。反在報
復性消費浪潮裏，陳科潔在今年多個
電商節期間，都交出了良好的增長。
陳科潔感慨道，與其父輩一道發展

的朋友，在放棄電商的路子，整體下
滑非常明顯：「在那個時代裏他們也
做出了這個成績，現在要繼續折騰不
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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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局連日持續接美元沽盤，
並同時向市場注入港元。內地及
香港兩地股市成交持續上揚，內
地股市連續五個交易日成交額超
過15,000億元人民幣。恒指上周
一（6日）急升約900點，恒指上
周二（7日）曾升至26,700點以上
後，連日回落至25,600點附近。
如看好恒指，可留意恒指牛證
(54793)，收回價25,200點，2023
年2月到期，實際槓桿46倍。如
看淡恒指，可留意恒指熊證
(53089)，收回價26,904點，今年7
月到期，實際槓桿23倍。

強勢股回吐 留意阿里購155041
騰訊（0700）創新高564元後，

股價回落2.5%至550元。即市資
金偏向流入騰訊牛證，如看好騰
訊，可留意騰訊認購證(15427)，
行使價620.08元，2021年 1月到
期，實際槓桿6倍。同時可留意騰
訊牛證(54814)，收回價523.5元，
今年12月到期，實際槓桿17倍。
如看淡騰訊，可留意騰訊認沽證
(16035)，行使價490.7元，2022年

12月到期。同時也可留意騰訊熊
證(54825)，行使價570元，今年12
月到期，實際槓桿17倍。
市場憧憬「港版納指」出台，
加上恒指8月季檢將納入同股不同
權和第二上市股份，阿里(9988)創
新高263.8元後，回落至255元附
近。如看好阿里，可留意阿里認
購證(15504)，行使價 288.2 元，
2021年3月到期，實際槓桿5倍。
同時也可留意阿里牛證(54853)，
收回價 220.68 元，今年 12 月到
期，實際槓桿6倍。滙豐（0005）
連續回落四日，跌至36元附近。如
看好滙豐，可留意滙豐認購證
(15117)，行使價41.36元，今年10
月到期，實際槓桿9倍。同時可以
留意滙豐牛證（66052），收回價
33.8元，今年11月到期，實際槓桿
9倍。如看淡滙豐，可留意滙豐認沽
證（12280），行使價29.95元，今
年11月到期，實際槓桿7倍。
本資料由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

監察委員會持牌人中銀國際亞洲
有限公司（「本公司」）發出，
其內容僅供參考。

避險需求支撐金價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 黃楚淇

美元等避險貨幣上周多數時間表現不佳，至上周四才見觸
底回升。全球股票和大宗商品等高風險資產反彈抑制了對美
元的避險需求。中國股市延續近期漲勢，滬深300指數上周
四升至五年高點，帶動全球冒險人氣一度上揚，一度支撐澳
元、紐元及加元等商品貨幣走勢。然而，疫情和地緣政治風
險，尤其是中美緊張關係的威脅並未消除。

美元避險魅力重現
美國上周三和上周四連續兩日新冠肺炎確診人數都達到6

萬，創下全球最高，激發各界對重新採取封鎖措施、進而損
及經濟復甦的擔憂。美國上周四宣布禁止聯邦政府合同方使
用華為等五家中資企業產品，並對涉疆中國官員實施制裁，
中國周五予以回擊，稱對在涉疆問題上表現惡劣的美國機構
和個人採取對等措施。這些風險因素又重新提振了美元的避
險魅力，上周五美元指數從上周四觸及的一個月低點96.23
升至96.90水平上方。本周有多個經濟數據公布，主要包括
中國和英國GDP、中國進出口和貿易收支、房價指數、美
國工業生產、CPI、零售銷售等等；本周還有日本、歐洲、
加拿大等央行公布利率決定。

金價阻力看1820美元
倫敦黃金方面，技術圖表所見，金價當前持穩於多道平均
線上方，同時亦是處於上升趨向線之上，故可望黃金仍然有
着上升傾向，當前上望較大阻力將會看至1,820美元，下一
級看至1,828及1,850美元。下方支持方面，先看1,795及10
天平均線1,786美元；較大支撐則會看至1,773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