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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一年之計 炒疫後經濟反彈隨時觸礁
2020年過去，新的一年開始，雖然全球經濟仍飽受新冠肺炎蹂躪，金融市場不明
朗因素眾多，但投資者繼續在市場「尋寶」的願望不會改變。去年「ATMX」四大
新經濟股，成為港股的投資主題，惟經過近一年的累升，估值已偏高；至於炒作疫
仍多，很多股份的利好和利淡面參半，若要篩選出較有把握的板塊，唯有「國策
股」較容易掌握。其中 2020 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了多項重點任務，將是
2021年的投資主題，有分析師相信，高新科技工業股、具品牌效應的內需股、環保
概念股等，未來續有國策支持，料刺激相關股份2021年表現。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岑健樂

沈振盈：芯片股看高一線
訊匯證券行政總裁沈振盈表示，從 2020 年 12
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結果，可看出內地會重點
扶持哪些產業，顯而易見，在中美角力升級下，
國家肯定會加強對軍工的投入，惟港股較少軍工
股，但一些高科技的工業股仍可受惠內地的總體
環境，特別是一些涉及供應鏈的關鍵科技企業，
例如芯片股、手機設備股、5G 股等，可望看高
一線。

小米或受惠內循環
至於內需股則契合中央要建構「內循環」的大
正策，但沈振盈認為，不是所有內需股皆能受
惠，當中一些具品牌效應的內需股，可以看高一
線。他舉例指，內地的汽車股、體育股、啤酒
股、加工食品股等，若品牌價值較高，在國際上

也打響了知名度的內
需股，將較受國策的
「青睞」，他又點出
小米(1810)，因為該手
機品牌大有取代華為，成
●沈振盈
為全球重要手機品牌之勢，
故該股可成為2021年其中一隻投資主題股。
另外，有關會議亦提及大量的環保議題，沈振
盈認為，環保股未來將是國家重點扶持對象，除
了近月熱炒的光伏股外，新能源車肯定是投資市
場焦點，因為新能源車不單涉及環保概念，也涉
及高科技工業和內需市場，加上汽車工業一直是
各國的重工業實力象徵，令新能源車成為當之無
愧的「國策股」。他估計，雖然 2020 年相關板
塊已經大升，但預計2021年仍會是投資主題。

郭思治：可留意舊經濟股
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副主席郭思治表示，雖然
現時新冠病毒出現變種，但相信新冠肺炎疫苗的
發展將會日益成熟，令疫情得以逐步受控。新冠
肺炎最令人驚恐的場面已經過去，加上美聯儲推
行量化寬鬆，令環球資金充裕，利率持續低企，
因此他認為大市表現將會向好，恒指今年上半年
或會突破 30,000 點。若下半年良好氣氛持續，恒
指好大機會可以破頂，突破 2018 年 1 月的歷史高
位33,484點。

郭思治指，去年疫情肆虐，實體經濟低迷，但
市場資金因各國的刺激政策而顯得非常充裕，使
熱錢不斷流向新經濟股，更令有部分藍籌股年內
出現倍升現象。他坦言，這情況很罕見，即使以

黃德几：捧新能源汽車股
較高的新經濟股，或
會令恒指的市盈率有
上行壓力，因而限制
了恒指的升勢，因此
要突破 33,484 點的難度
●黃德几
相當高。
選股方面，黃德几也看好受國家政策支持的內
需股與新能源汽車股。

券商

恒指(點)

國指(點)

滙豐

29,970

11,950

光大新鴻基

29,000

11,500

瑞信

30,000

-

大摩

28,700

11,400

高盛

29,700

-

交銀國際

32,000

-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2021年港股的正面和負面因素

負面因素

金利豐證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几表示，2021
年底的恒指目標為 30,000 點，年內低位或在 5
月，高位則有較大可能於 8 月至 9 月出現，但突
破2018年1月歷史高位33,484點的機會不大。他
解釋，因為今年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仍有餘波，
加上傳統上有「五窮月」因素，因此今年 5 月恒
指表現可能相對較差。此外，由於恒指將很大機
會進行改革，增加藍籌股的數目，納入更多估值

●疫後經濟難
料，但國策股相
對易掌握，
對易掌握
，新能
源汽車股料受惠
環保概念。
環保概念
。

各大行預測 2021 年港股目標

正面因素

資金氾濫 港股難大瀉

往的「大牛市」也未必
出現此光景。由於全球
經濟尚未復甦，寬鬆政
策勢持續，他預期，今
年市場資金氾濫的情況仍
●郭思治
會繼續下去，而基金更需要尋
找各種類型的增值工具，他指出，當連比特幣這
類資產也爆升，顯示理想的投資工具甚為缺乏，
所以2021年的港股很難會出現大瀉。
他表示，若果疫情過去，恒指很大機會借機破
頂，但他提醒，去年升幅強勁的藥明(2269)、小
米(1810)、美團(3690)等，今年表現未必會如去年
般耀眼，新經濟股對恒指的幫助，也未必有過去
大。反而，去年已經跌殘了的舊經濟股，已經接
近觸底，有機會成為恒指今年的主要動力。

買國策股贏面高
新經濟股升過龍

後經濟反彈的傳統股份，則未免有些樂觀。市場人士普遍認為，2021年不明朗因素

● 美匯向下，弱美元勢持續，人民幣向上；
● 低息環境持續一段長時間，有利資金流向新興市
場；

● 相對溫和的拜登成為美國總統，中美關係有望緩和；
● 恒指現估值約14.5倍，只略高於11倍的平均估值；
● 港股年度股息率有望由2.76厘，升至3.32厘；
● 中概股回歸港股，有利吸引「北水」持續流入；
● 內地控制疫情得當，經濟有望在全球率先反彈。
● 新冠肺炎病毒變種，疫苗效用存疑，疫後復甦或被延後；
● 中美衝突大勢難以在短期內緩和，大部分制裁措施
料持續生效；

● 農產品失收導致食品價格急升，或引發大規模滯脹；
● 歐美經濟進一步轉差，特別是英國脫歐或引起市場波
動；

● 美股在 2020 年累升太多，短期或有機會「見
頂」；
● 金價繼續大升，將吸走大量股市資金；
● 全球失業率攀升，債務違約的嚴重性或逐漸浮
現。

葉尚志：新經濟股前景俏
第一上海首席策略師葉尚志則表示，雖然新冠
肺炎疫苗已經出現，但是否能夠有效防止新冠肺
炎疫情擴散，仍存在不確定性。一方面 2021 年
中國經濟將成為全球焦點，加上最近東盟十國及
中國、日本、韓國、澳洲、新西蘭簽署全球最大
貿易協定《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RCEP），以至中國和歐盟達成歷史性投資協
定，都利好區內市場；但另一方面，年內疫情可
能仍然持續反覆，令經濟難以明顯穩步復甦，因
此他對大市表現不會過於樂觀，預料年內恒指有
可能會上試 30,500 點；在較壞的情況下，恒指有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可 能 會 下 試 24,000
點。
葉尚志對有互聯網
平台概念的新經濟股
看法正面，認為內地加
●葉尚志
強反壟斷，防止資本無序
擴張只是想規範行業，令其更健康地發展，而不
是全面否定與扼殺這些新經濟企業，因此投資者
不需要對這類股份過度悲觀。此外，現時國家重
視環境保護，因此葉尚志則看好與新能源相關的
股份，包括新能源汽車股。

溫傑：環保股升勢未盡
光大新鴻基財富管理策略師溫傑亦認同，2021
年的選股大策略，是具疫後經濟復甦概念及「國
策股」，當中具「內循環」概念的消費股、環保
及新能源股是首選，並且加上將受惠汽車數量增
長的公路股。溫傑指出，內地提出爭取 2060 年
前實現「碳中和」，亦有國策支持新能源汽車的
發展，相信環保及新能源板塊今年可延續升勢，
當中他看好贛鋒鋰業(1772)及信義光能(0968)。

公路股方面，除了
受惠汽車數量增長
外，也受惠於估值重
估。溫傑看好深高速
(0548) 和 越 秀 交 通
●溫傑
(1052)。至於內需股方面，
該行推薦體育股滔博(6110)，以及為海底撈(6862)
供應火鍋調味料的頤海(1579)。

任曉平：金價牛市尚有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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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新鴻基外匯策略師任曉平表示，去年疫情
來襲使經濟向下行，多國央行更不斷「泵水」救
市，其中大放「水喉」的正是美國聯儲局，美匯
指數上月已跌穿 90 大關，與高位相比，美匯指
數累瀉逾 12%，這也令其他貨幣轉強。展望今
年，他認為投資者仍會力沽美元，相信美元全年
走弱。
去年在各國刺激經濟計劃出台後，投資者將大
量資金轉投金市，任曉平相信今年情況仍會持

續，因為黃金正處於
由 2015 年開展的「10
年大牛市」中，未來
料還有 5 年的上升期，
●任曉平
故他呼籲，若今年夏天金
價回落至 1,700 美元水平
時，不妨吸納實金長線持
有，料金價在今個牛市至少見
3,000美元。

科技板塊中長線依然看好
恒生銀行投資顧問服務主管 梁君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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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 2020 年，
乘着中概股回歸
香港上市的浪
潮，各方資金積
極流入香港上市
之中資科技板塊，為本地股市帶來
新氣象。至去年 11 月中疫苗好消
息出台後，一些市場資金重投傳統
行業，令整體科技板塊投資氣氛有
所降溫。但筆者認為，科技板塊中
長線投資前景依然看好。

全球手遊需求仍高企
手遊方面，大型遊戲開發商已為
2021年作好準備，將推出種類豐富
的新遊戲，例如近期大為流行回合
制策略遊戲，成為了遊戲開發商近
日焦點。加上國產遊戲在海外滲透

率日漸提升，歐美國家仍處於疫情
高峰期，因此網上遊戲需求仍持續
高企，料海外業務將較受惠。硬件
方面，內地今年掀起的 5G 換機潮
只是剛剛開始，料勢頭將延續至
2021 年。市場預料在 5G 功能、價
格及市場定位具優勢的手機生產
商，將有望取得更多市場份額。
至於中央宣布強化反壟斷工作後
可能受影響的電子商貿行業，其整
體擴張趨勢並沒有放慢，尤其是電
商早年大力投資物流設施，其盈利
能力已具相當競爭力和並提高市場
進入障礙。更重要的是，其物流系
統的付運能力已拓展至三四線城市
及偏遠農村地區，亦即現時最具增
長潛力的市場。即將啟動的「十四
五」規劃，其焦點之一便是要促進

農村就業，並拉動農村消費，市場
預料整個產業價值未來數年將大幅
提升，而龍頭電商企業仍繼續率先
受惠。
內地政府加強反壟斷法以進一步
完善管理網絡行業和平台之舉勢在
必行。事實上，除了中國以外，美
國及歐盟同樣正在檢討立法和加強
規管網絡企業。進一步立法管理科
網及金融科技行業是環球所趨，儘
管面對一些不確定性，無可否認的
是科網板塊及龍頭互聯網企業之基
本面及盈利增長潛力強勁，仍是未
來長期經濟增長的領頭羊。於環球
轉型數碼經濟的大趨勢下，相信科
網板塊未來仍然為投資市場焦點。
（以上資料只供參考，並不構成任
何投資建議）

恒生信用卡夥 OpenRice 對接 API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
金管局早前公布本港去年第 3 季信
用卡交易總額按年跌逾 20%，恒生
銀行執行董事兼財富管理及個人銀
行業務主管關穎嫺表示，疫情下該
行信用卡交易總額跌幅較市場小，
又透露去年首 11 個月恒生信用卡

網上餐飲消費交易量按年增長逾 3
倍，而該行將夥餐飲服務平台
OpenRice 利用金融及餐飲服務科
技作 API 對接，提升該行信用卡客
戶Cash Dollars獎賞體驗。
關穎嫺表示，是次該行夥
OpenRice 合作，即日起將該行信

用 卡 獎 賞 計 劃 Cash Dollar 融 入
OpenRice。兩者API對接後，客戶
可即扣再賺Cash Dollars。
OpenRice 《開飯喇！》常務董
事黃鳳鳴表示，料有逾 6,000 間餐
廳即時受惠於Cash Dollar網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