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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o， 各位恒生銀行 Signature 優卓理財和優越理財客戶，大家好 

歡迎各位參加恒生銀行的網上直播投資講座 

恒生銀行今日誠意邀請到瑞銀資產管理 

和黃國英先生成為我們的嘉賓 

本人是今日投資講座的主持人，我是徐蕙儀(Winnie) 

很久不見大家了 

今日我們的投資講座的焦點很簡單 

我們聚焦在中國市場 

當歐美央行的貨幣政策在收緊的同時 

內地的政策明顯轉向寛鬆 

市場亦都憧憬內地會有支持經濟的措施會出台 

究竟可不可以扭轉弱勢的股市呢? 

今日我們邀請的三位嘉賓 

會從不同角度分析中國市場的布局和走勢 

究竟甚麼的主題或板塊值得我們留意呢? 

首先介紹一下今日我們強勢的陣容 

先介紹中間的有恒生銀行投資顧問服務主管梁君馡女士(Belle)Belle，歡迎你 

Hello，大家好 

接著來有瑞銀資產管理 

香港基金分銷部副董事温慶峰先生(Edison) 

Hello 

還有大家熟悉 

黃國英資產管理有限公司創辦人黃國英先生(Alex) 

歡迎 Alex 

Hello， 大家好 

一會兒，我們有嘉賓討論環節 

在討論環節之後，我們亦有答問環節 

歡迎各位對講座內容有甚麼問題 

又或者有其他的投資疑難 

你們都可以請教一下三位專家 

我們可以大家交流一下， 互相分享一下 

你們只需在 Zoom 畫面，按入 QA 制 

將你們的題目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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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會我便會幫你們發問 

除了答問環節和討論環節之外 

另外我們還有一個抽奬的環節 

在整個投資講座中段， 

 

我們會進行總共抽出五位幸運兒 

早前經網上投資直播講座的登記專頁 

如果你們是報名參加了這次投資講座的客戶 

全部都可以自動獲得五百元豐澤禮券的抽奬機會 

所以敬請大家一定要留到投資講座的最後一刻 

好了，我們立即開始今日的投資講座 

 

正如剛才所說，我們今日的題目是聚焦在中國市場 

究竟內地的寛鬆政策能否扭轉股市的弱勢呢? 

我們會分三個方向分析 

第一當然是分析下半年投資中國股市究竟是否一個良好的時機? 

所謂的寛鬆政策究竟帶來甚麼啟示? 

中國和香港的股票又有甚麼板塊值得我們留意 

首先請教 Alex 

市場其實有很多不利因素 

我們在開始講座時已提出了不少 

通脹升温，息口上升 

今日擔心滯漲，明日又擔心經濟衰退 

還有地緣政局的問題 

疫情的問題又揮之不去 

這麼多的不利因素其實對內地市場有多大的影響呢? 

其實現時的影響已經很大 

在今年初時我們曾經以為中國和香港 

因為價值(Value)的關係會跑贏外圍 

結果在二月開始事與願違，反而跑輸 

我覺得市場其實面對着很多的不利因素 

再加上一個比較大的變化，就是政治的問題 

人民幣忽然之間出現一個頗大的弱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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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問題令到投資者會留意外匯價格 

匯價其實會影響股市 

反過來一個互動的情況 

令大家擔心出現走資 

最主要是 ADR 的大跌 

亦令到我們關注中國股票的情況 

好處是現時已經調頭，我們反而行先 

股值很低, 投資者走了很多 

現時留在場內的投資者都是比較有信念的人 

才會留下來 

所以我們看見今日股市較為差勁的情況之下 

其實香港的跌幅相對較小 

反映剛才我們提及的各種不利因素 

有很多已經反映出來 

現時反而可能要經歷一個低迷的成交 

等待一些好轉的跡象， 之後才會轉好 

悲觀之中，其實又找到一點信心出現 

剛才你特別提到在這個時候 

要聚焦在中國股票市場 

投資一個地方的股票 

很多時等同看好當地公司的盈利表現 

經濟不好的公司，便是盈利欠佳 

早幾日，內地剛公布了多項經濟數據 

失業率上升 

固投，零售和工業值等，幾乎全部低於預期 

Belle，你又有甚麼看法? 

下半年內地的經濟表現 

因為經濟差，行業需要整固 

你對下半年內地的經濟信心又有多大呢? 

 

如果現時分析中國經濟 

現時下行的壓力是非常之大 

其實環球的經濟亦放慢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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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中國內地的出口未來都有很大的影響 

我們見到最新的數據 

原本出口在過去兩年都在上升 

但其實最近開始亦已慢了下來 

環球的通脹壓力很大 

令到對於消費品的需求亦開始慢了下來 

在這個情況之下 

其實在中國內地的經濟正面對更大的挑戰 

現時又要面對複雜的疫情 

疫情亦未解決 

雖然上海慢慢開始復工復產 

但其他城市會否再封? 

這些都有不確定性存在 

現時中國內地的下行壓力大了很多 

無論是環球的外部因素， 還是內部的本身疫情 

中國需要付出更多 

單是財政政策已經不足夠應付 

除了中央，地方政府亦需要有一些措施出台 

令到所有地方的經濟可以好轉 

至少要托底 

今年經濟增長的目標是 5.5% 

現時新增貸款的速度遠遠跟不上這個進度 

其實它是不能達致 5.5% 

在這個情況下，其實領導人已經表明 

五月份需要加快推出刺激經濟的措施 

在財政方面，希望可以有一些幫助 

這是一個很好的消息 

至於可以幫助多少? 

就要視乎政府是否願意付出很大的力度 

市場是在等待有關政策出台 

其實我們看到已有一些政策已經出台 

大家覺得最震撼的可能是，首套房貸款利率已經降低 

這個全國性的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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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寛鬆政策始終都是兩個方案 

一是財政，一是貨幣政策 

通常內地在財政政策上一定要以基建為先 

但今時今日即使加大基建，作用亦似乎不大 

Edison，你覺得有關政策的成效如何? 

在政策出台後，內地股市似乎沒甚麼大反應 

究竟下半年是否一個投資的好時機呢? 

我覺得如果要判斷下半年是否一個投資中國市場的好時機 

先了解近一年股票市場出現的調整 

可以簡單歸納為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政策上的收緊 

第二原因可能是剛才幾位嘉賓提到 

投資者似乎擔心中國經濟有下行的風險 

我們見到第一個原因，例如政策方面 

最近，政府在政策方面，開始有一個慢慢的轉向 

對不同行業推出不同的貨幣政策，以支持經濟 

例如科技企業 

未來政府再次對它們加強監管的機會下降 

第二個原因，亦見到政府近期推出消費券剌激內需 

又或者房地產方面，正如剛才 Winnie 都有提到 

現時買樓的房貸利率開始減低 

見到種種政策開始支持經濟 

 

如果參考一下我準備了的資料 

見到未來中國的經濟或者是企業的盈利增長 

如果比較環球 

例如美國，歐洲，甚至乎亞洲 

其實中國企業盈利的增長仍然有雙位數字 

大約是 11% 

我們預計在政策進一步支持下 

其實中國的企業盈利有機會在下半年開始回穩 

同時中國整個股票市場是全球第二大 

我們仍然見到有很多結構性增長行業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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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投資者留意 

我想再請教 Belle 

剛才你提到政策方面 

你似乎非常期望 

並且相信國家會推出一些措施 

有沒有一些針對性的措施 

是你覺得成效會特別大 

因為需要快 

所以在地產方面一定是較慢 

等待人行下調利率 

跟着銀行收到通知後 

又要等待買樓人士謀定而後動 

這個速度對於經濟的影響會很慢 

 

最快的就是，你剛才提到的基建 

因為基建是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決定了一個計劃 

然後就投放資金 

所以當它們拿到資金後 

很快便可投放下去 

投放下去之後，便可見到經濟成效 

所以基建是最為緊急，最易做到 

另外，就是汽車 

六月份可能推出汽車下鄉措施 

政府需要補貼 

汽車下鄉在過去多年都做了很多次 

這個做法可能有一定剌激 

因為汽車在四月份的銷售真的很差 

所以，我們預期今年可能有幾個百分點的幫助 

汽車的銷售又不是真的可以幫助經濟太多 

不過消費方面，汽車可以幫助很大部份 

因為汽車的銷售量都是佔不少 

但在基建方面，政府可以很快推出一個計劃 

令到效果即時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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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未來要留意一些重型機械，重卡車和水泥等 

和基建周期性相關的產業，例如原物料 

其實這些才是最為受惠 

如果中國政府肯做一些刺激的話 

但是這些政策背後的最重要的關鍵 

我想請教一下 Alex 

 

是否都要視乎疫情何時能夠走出谷底 

因為每個國家的防疫政策都有不同 

這會不會是主宰着內地投資市場的風險系數有幾高呢? 

我覺得這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這個變數其實香港都可能是一個示範單位 

因為香港現時已經改變了政策 

可能會給國內參考我們在應對上的變化 

我覺得市場現時其實有一些偷步 

譬如一些航空和旅遊等，相對市況其實是守得較穩 

我覺得當中會有期望在內 

我覺得除了旅遊相關之外 

製造業的情況其實都很相關 

一年前其實中國的疫情在防守比較好 

因為當時大家都覺得其他的供應鏈可能沒這麼穩當 

相反，現時中國的供應鏈可能最大機會出現問題 

所以其實如果在疫情的政策上有變化的話 

可能是旅遊相關的產業有一個變化 

以及製造業的關鍵上面，其實都是很重要 

所以我覺得這是比較重要的因素 

另一個因素，換轉角度去 

對於人民幣的急跌 

現時基本上是不太理會 

但在人民幣急跌之後 

又會否有變化的想法? 

究竟是任由人民幣繼續跌下去 

還是另有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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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這個問題都很重要 

這個是另外的一個重點 

當然，現時對於股市反應最大的就是科網股 

因為近期幾次恒指的反彈 

其實都是由科網股的新聞觸發 

因為舊經濟方面 

其實在過去十幾年我們都經歷了很多政策 

於是乎很多人都覺得會是一個範圍限制 

但因為科網股的股值非常便宜 

如果可以釋放它們的增長潛力出來 

上升空間就算不會重回最高位 

但有一股爆炸力其實是強於舊經濟股 

所以我覺得科網股的監管 

對於股市可能是一個最重要的政策方向 

其次就是剛才提到疫情的處理方法 

 

幾位專家都表達了意見 

提出一些板塊出來 

有基建﹑汽車﹑水泥﹑原料﹑旅遊﹑製造業和科技等板塊 

都是我們剛才提及過 

但今日股市跌了這麼多 

又在二萬點穿梭 

究竟現時是否已到了吸納的時候呢? 

Edison，你可否和我們分析 

這幅圖其實亦流露了一些玄機 

所以我們如果選擇中港市場，都是那些股票 

你會覺得二萬點以下的恒指吸引? 

還是等待上證指數跌至三千點附近，比較有機會值搏? 

Winnie 很眼利 

剛才見到那幅圖的顯示 

如果我們只是看整個中國股票市場 

我們可參考資料 

見到其實現時中國股票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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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MSCI 中國為例 

看到股值相對環球，例如美國和歐洲等等 

其實都是比較吸引 

大約是十二倍左右 

如果以系數分析市盈增長率(PEGR) 

其實是低於十年期平均超過一個標準差 

剛才提及上證 

其實現時的市盈率大概是十二倍左右 

恒指的市盈率則是大約七倍左右 

都是近十年的低位 

所以我們基金經理去挑選購買那些股票 

除了股值之外 

其實我們都會深入地做一個基本面的分析 

例如與公司的管理層見面 

分析行業的前景或是盈利前景的增長 

如果以結果衡量 

目前是 H 股較為更多吸引的投資機會 

例如金融板塊﹑消費品或是科技股的前景我們都會較為看好 

所以很難回答剛才的問題 

就是提到究竟是上證跌至某水平吸引 

還是恒指低於一個水平較為吸引呢?其實我們很多時除了視乎指數之外 

都會從基本面分析去揀選股票 

剛才 Belle 都有提及幾個板塊 

但沒有提到 Alex 提及的 

科網股現時非常便宜 

你有否覺得到了一個很吸引的水平呢? 

就算是科網股的板塊裏面，其實都有很多選擇 

例如汽車﹑電子商貿﹑平台經濟和半導體等等 

你覺得有那一個板塊 

除了政策之外，基本面也是值得大家留意 

 

我會回答這個問題 

不過我打算回應你剛才問到恒指二萬點與及上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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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恒指和上證涵蓋的公司股份和企業是很不同 

其實恒指的基礎就是多年來傳統的香港藍籌 

這些都是派高息 

我們叫作高息股 

由一些市值很大的股票組成恒指 

當然近幾年恒指作了一些改革 

所以今時今日，有很多很大型的龍頭科網股在內 

所以恒指今年因為科技的緣故 

納斯達克指數今年都下跌了兩成 

所以科技股佔了恒指一部份後 

恒指似乎比較波動 

其實如果分析恒指的指數 

和以前的印象已經不同 

我的重點是，很難衡量恒指在兩萬點是否已經見底 

但現時如果分析恒指成份股的傳統藍籌 

我會覺得是非常非常之吸引 

相比它們以前，無論是甚麼經濟周期 

或者是金融風暴那個時候 

我會覺得非常值得投資 

另一個元素就是恒指這些新經濟股 

就是你所講的科網 

科網在去年有很多負面的消息 

所以去年，令到科網因為收緊或是監管措施出台 

而出現很多的負面消息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覺得科網股不是沒有投資價值 

不過政策的風險尚未完全去除 

科網世界﹑電子商務﹑購物平台或收廣告費的網站或社交媒體等 

就算是很大型的美國企業公司 

今年的股價都要跌了幾十個百分點 

所以在這情況下 

環球對於科網會重新因應息口的走勢 

和消費者在經歷兩年疫情重新改變他們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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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重新去估計這些公司的股值是否應像以前般高呢? 

所以這些全部都要下跌 

這時候，在科技股方面 

我會留意 A 股的科技股 

因為有很多都是硬件 

硬體科技我們稱為「硬科技」 

現時中國在未來五年 

要成為中國製造 2025 

或者供應自己的科技源頭 

還是不想倚賴外國也好 

這個保護主義在全世界興起 

中國以後都會有硬件出現 

所以在硬件方面，我覺得 A 股的科網很值得投資 

 

好了，Belle 選擇了她的心水 

Alex，你很希望政府可以放鬆監管政策 

在放鬆之前，你覺得應該對準那一個板塊 

那個放鬆的機會較多 

昨天，劉鶴很清楚提出要鼓勵平台經濟發展 

亦鼓勵一些公司要在國內外上市 

有哪些板塊，你覺得值搏性較高? 

我覺得現時沒有一個很大的轉變 

其實現時只是股值便宜 

而每次的反彈的力度都不大 

恒指之前有一次反彈至二萬二千點 

之後有一次反彈至二萬一千點 

最近，只是在二萬點的中間 

連二萬一千點也不到 

 

你會見到反彈的力度越來越弱 

反彈乏力的主要理由，其實是因為淡倉越來越少 

表示暫時市場的興趣越來越低 

所以波幅收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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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其實和期望的關係不大 

主要是缺乏冚倉盤 

我覺得從投資的角度來說 

可能在現時股值便宜的時候 

可以先下一注 

然後，我們現時預計會出現一些好的轉變 

其實是早了一點 

需待出現一個持續的走勢才再加注 

但現時市場氣氛未轉 

所以暫時沒有太大幫助 

硬件方面其實我是同意的 

我覺得硬件是比較合理 

相對是較為值博 

因為現時出現一個去全球化的情況 

最近很多股票都跌得很厲害 

硬件相對回調得較多 

我覺得和年初時的想法一樣 

年初時，大家都覺得是硬件優於軟件 

硬件現時跌得不少 

但軟件跌得更多 

所以現時市場其實都覺得硬件是相對有些把握 

我覺得它們的股值不是太貴 

所以我覺得這個板塊相對會好些 

 

但我們今日是研究寛鬆政策 

最大的牌頭應該是在貨幣政策上 

外圍在加息的時候 

大家都會想到對金融股應該有利，息口向上 

但內地的政策剛好相反 

現時降準，年初時減了一次貸款利率 

我想請教一下 Edison 

在這種情況之下 

內地需要增加流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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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資金融股其實是否很蝕底? 

如果提到加息周期 

很多投資者自然會留意一些銀行股 

譬如可能息率敏感度比較高的 

如果美國加息，中國減息 

中資金融股是否完全沒有機會? 

可以讓各位猜一下 

其實我們見到的是未來中國的人口結構出現變化 

其實讓我們看到一些金融股的機會 

例如至 2030 年的時候 

達至六十五歲的人口大約是多少呢? 

可以開估，答案是三億 

其實 3.5 億的人口 

以現時香港的人口七百萬計算 

大概是五十個香港這麼多的人口 

很多時他們都會有金融服務的需要 

其實香港的保險業較為常見 

就以本人為例，都有一至兩份保險傍身 

其實國家保險的滲透率仍然偏低 

人口老化這個問題令到人壽保險或是醫療保險的需求慢慢上升 

除此之外，內地的人均收入亦上升了 

中產人口佔比越來越多 

很多時都需要一些財富管理的業務 

 

去照顧他們的需要 

如果按資產管理規模計算 

中國的資產管理在過去五年上升了大概 50% 

相較於全世界，譬如香港升了 10% 

其實增速是快了很多 

如果因為加息這種周期性的原因而留意金融股 

反而我們會覺得一個中國長期人口結構上的變化 

反而令我們見到更多金融板塊的投資機會 

息口敏感除了是金融股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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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地產股也是對息口敏感，尤其是內房 

剛才 Belle 特別提到 

就算是減首套房利率 

其實效力都是頗慢 

除此之外，人民幣貶值其實對內房的影響是否更加大 

即使推出貨幣寛鬆政策 

人民幣如果繼續貶值下去 

內房股方面，是否建議投資者都不要沾手 

先講對人民幣的看法 

由於自四月開始美元走勢強勁 

對亞洲貨幣都有壓力 

日本的日圓真的是跌得很快 

每一次日圓下跌這麼快的時候 

令到亞洲的貨幣也有壓力 

所以人民幣近期雖然下跌，但算跌得較少 

印度和其他地方貨幣的跌幅更加嚴重 

人民幣因為比較用政策化去看待匯價 

所以我覺得人民幣未來應該會較為穩定 

不似其他貨幣仍有下跌壓力 

因為現時維穩是相當重要 

雖然人民幣下跌可幫助中國出口少許 

但如剛才所說，人民幣下跌 

其實令資本外流的壓力很大 

所以政府都想將資金保留在中國內地 

不想資金流出 

所以中國在這方面會看得較嚴 

另外，每日在訂定中間價時 

不要令市場認為是否每日都要調低 

即是每日都要貶值 

令到資金外流的風險增加 

我覺得維穩是中國比較緊要做的事情 

所以對人民幣並不太擔心 

如果分析地產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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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覺得地產商面對一個很大的銷售壓力 

尤其是有疫情的問題 

這情況在短期都難以改善 

但汽車下鄉方面 

明顯是如果有人購買汽車，政府就會作出補貼 

這情況在地產方面是做不到的 

所以車的銷售會加快很多 

無論是甚麼車 

電動車也好，普通傳統車也好 

樓價方面即使下調都只是下跌零點幾個巴仙 

這麼慢的速度無論是要跌還是要升 

速度都會慢於其他板塊 

 

幾位嘉賓都提到無論在甚麼政策下 

前提都是要留意疫情的走向會是怎樣 

今日香港都是大日子，又再放寛 

上海亦表示希望在六月上旬或是中旬時 

措施可以撤銷，交通可以恢復 

我想請教 Edison 

如果內地真是走出疫情的話 

我們現在是否應該預先部署? 

有那些板塊可以率先反彈? 

如果疫情有所好轉 

我們認為消費必然是首當其衝 

會做得比較好些 

中國近年對於內需的注重度較高 

留意到由四月份開始，不單是香港 

其實國內都有很多省份都派出消費券 

例如深圳就有五億人民幣的消費券 

我們認為當中國走出疫情 

可能會出現報復式消貴 

除了疫情改善會看好消費之外 

我們瑞銀資產管理對於消費的升級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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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會覺得是一個長線的趨勢 

因為始終都要注意中國人口結構的改變 

可能大家收入多了，生活品味提升 

對高端的消費品都會有一定追求 

所以說，除了可能疫情改善之外 

就如剛才所講 

其實長線而言，消費都是較為看好的板塊 

 

最後還有幾分鐘，請教幾位 

入市的決定要看時機 

跌幾百點是否一個入市的時機? 

先請教 Belle 

我們應該如何拿捏 

應該要取決於甚麼條件? 

我覺得揀選入市的時機 

不如選擇購買甚麼類型的股票和原因 

其實如果現時要對抗通脹 

現時通脹充斥全球 

購買股票以對抗通脹 

當然要選擇擁有每年派息的能力 

即是過去派息穩定，而未來前景依然可以維持派息 

這些股票可以幫助對抗通脹 

所以現時基本上理財對抗通脹的需求很高 

本人覺得可以從這方面入手 

今日購入或是下星期才購入 

我覺得恒指一定有本身的波段 

應否為這個波段而煩惱呢? 

本人覺得是不需要的 

如果是作為長線投資 

與及在今年對抗通脹的話 

Edison，你是否贊成? 

還是認為應該要選擇板塊而非看指數的時間? 

我比較不喜歡過於緊盯着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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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很多時我們作為一個較專業的投資者 

覺得投資的時間，即是在股票上投資有多長的時間 

很多時我們分析不同的板塊 

可能投資者未必對於每一個板塊都很熟悉 

其實都應該倚賴一些專業的基金經理 

去幫助你選擇一些可能當時做得較好或 

中長線來說，對比較有潛力的板塊作出一些配置 

 

我們好像要選擇時辰一樣 

Alex 經常都要入市 

你應該最清楚時機是如何拿捏的 

市值是非常重要 

這個會否是一個大的決定因素? 

你又會怎建議大家作出決定呢? 

市值是非常重要 

因為最主要是在疫情之後 

外面大印鈔票 

將整個市值推得很高 

現時修正這情況 

一些長期優質股其實是跌得很急 

因為最主要不是基本面的變化 

而是股值上面的變化 

令到股價跌得很厲害 

這個「殺股值」的情況在外面很明顯 

而中國其實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為監管上的變化 

去年已經出現一個很大的跌幅 

而中國一些長期的股份其實是相對比較少 

十幾年來都有升幅的股票 

在中國可能只是局限於一堆股票上 

較外國的數目為少 

我覺得要擇時進出市場是非常困難的 

因為現時「殺股值」令很多人都很絶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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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要有一堆基本注碼在手 

在好轉時要敢加注 

當然我覺得最重要一點 

你判斷好轉的時機是否真正的好轉 

而不是一個挾淡倉的曇花一現 

我覺得這個判斷對一般人來說是非常困難 

你可能有一個基本注碼的時候 

再加上去便不會過於驚慌 

所以我覺得要參考過去十幾年以來 

不要只單看一兩年 

十幾年來表現都比較好些的板塊 

當中其實最明顯的是消費股 

我覺得這樣操作會好些 

 

拿捏最低位是非常困難 

散戶不求做得到 

最大問題就是昔日所謂的優質股全部都在下跌 

已經模糊了視野 

原以為這些都是優質股 

怎料都在下跌 

在你眼內有那些是市值低而又是優質股 

優質股表示你仍是看好股票的前景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類型 

首先是消費股 

消費股有一堆其實我都依然看好 

昨日美國在「殺消費股'」 

主要是大家覺得那些產業忽然不能加價會有很大問題 

我覺得很多還是可以的 

是有能力定價權的消費股 

我覺得那些會比較好點 

另外一些我覺得是那些沒有牽涉實物的產業 

當然平台經濟會是大家想像得到的產業 

我覺得一些較為優秀的金融服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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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都是比較好一些 

因為不會牽涉到一件實物 

物流成本會低很多 

其實現時在殺完股值之後 

我覺得金融服務類型的產業其實可以考慮 

因為牽涉實物比較少 

同時牽涉人力都比較少 

這些指標大家都可以留意 

成本比較低，在這個時候佔優 

輕資產的公司大家值得留意 

多謝三位的意見 

我們先談到此 

接着下來我們有抽奬的環節 

我們今日會有兩輪的抽奬 

第一輪我們會先抽出三位幸運兒 

他們都是早前經網上直播投資講座的登記專頁 

報名參加今次講座的客戶 

每一位都會自動獲得五百元豐澤禮券的抽奬機會 

我們分兩次，這輪會抽出三位 

全部都是電腦隨機抽出 

我們會登出他們的名稱和電郵地址 

我們立刻去看第一位的幸運兒是誰 

第一位是姓周的 

我們登了你的電郵地址出來，恭喜你 

跟着，我們看第二位的得奬者 

第二位是姓李的，恭喜你 

電郵電址是雅虎來的 

還有一位的幸運兒是姓陳的, 恭喜你 

這三位的幸運兒都可以得到五百元豐澤禮券 

你們的專屬客戶經理將會很快聯絡你們 

通知前來領取奬品 

沒有抽中的客戶不要失望 

待會還有一次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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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接着下來答問完之後 

到嘉賓回答大家的投資問題 

呼籲各位繼續在 Zoom 畫面按 QA 輸入題目 

稍後我會幫大家發問 

在剛才討論環節之中 

其實已經有客戶提出問題 

今日騰訊公布業績之後 

股價下跌得很厲害，大日子 

大家都是很關心科技股 

Alex，剛才你說希望那些政策可以鬆綁 

在介紹優質股當中，你並沒有提及科技股 

騰訊正好告訴大家，業績受到監管政策的影響 

遊戲受到影響，廣告亦受到影響 

騰訊這個業績可否幅射到 

告訴大家第三及第四季 

即下半年的前景會是怎樣 

暫時來說當然都是不被看好 

不然的話，騰訊的股價都不會這樣低殘 

我覺得監管上的轉變其實是非常重要 

因為我覺得現時除了可能在監管上 

有些會影響到他們的業務方面外 

其實是管理層的取態 

令市場會覺得有些躺平的方向 

大家覺得因為監管很嚴 

做得越好可能越會樹大招風 

可能很多事情都開始放緩 

廣告業務可能放緩得頗厲害 

所以我覺得在短時間內不會預期騰訊出現很大的變化 

但我覺得重點是整個共同富裕的想法 

是不是傾斜得太厲害，這個就是關鍵 

當你稍為沒有太側的話 

大家會開始重新留意騰訊是擁有十幾億活躍用戶的超級流動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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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調整的空間尚有很多 

所以這個想法再次回來 

不是現時的想法有一個躺平的傾向 

其實爆發力仍然存在 

所以股價雖然跌得很厲害 

但其實跌幅仍不是太離譜 

和之前的情況相差很遠 

現時出現少許沽不下去的情況 

所以我覺得想法就是監管的方向 

其實會影響到公司交功課的情況 

 

我手上有很多題目其實都和科網股有關 

即刻請教 Belle 

有位觀眾想問中概股 

即使中國現時採取寛鬆政策短期可以剌激股市 

究竟中概股在美國退市之後 

是否對大市是一個很大的隱憂，存在風險? 

我覺得中概股退市這個話題 

其實已經講了很多年 

很多中概股在美國上市的公司 

其實在過去幾年都過來香港作第二上市 

今時今日由美國過來香港上市的市值 

其實已經佔有美國中概股市值的七成之多 

當然未來尚有很多企業選擇來香港或是回到上海 

作第二個地方上市 

或是離開了美國市場，只在這裏上市 

未來都是一個趨勢 

剛才提到每個地方都想保障自己的科技 

所以這情況一定是一個趨勢 

至於對我們這裏的影響究竟有多大呢 

本人覺得由於香港這裏的市值都已經做得這麼大 

 

未來就算再有一些負面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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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將會越來越小 

反而聚焦在美國和中國會否傾妥條件 

不如大家聚焦有多少企業已經在準備中 

很快便會搬回來香港上市 

這樣再分析這些科技板塊的前景就會較為清晰 

還有很多觀眾都是詢問科技股 

請教一下 Edison  

在互聯網股之中較為看好那個板塊 

其中一個表示投資科技資產差不多下跌了 40% 

當下次牛市來臨的時候 

是否需要再等一段長時間才可回升至購入價 

很多投資者都在虧蝕中 

究竟應該怎樣處理 

是否值得再投放資金在互聯網這個板塊裏面 

互聯網其實涉獵的範圍相當廣泛 

包括串流影視，手遊或者一些電商 

我們比較看好的一個板塊就是手遊 

其實最近都聽到了一些好消息 

在四月份時候內地經過八個月暫緩之後 

重新審批一些遊戲版號 

這次共有四十五款遊戲獲批 

如果參考 2018 年的時候 

其實當時已有分段審批這些遊戲版號的做法 

我們預計未來都有接近的手法 

即表示未來越來越多的遊戲版號將會獲批 

未來整個手遊市場的收入 

預計會有雙位數字的增長 

所以一些遊戲的公司 

除了在國內的業務之外 

其實有些公司已慢慢擴充至海外市場 

譬如亞洲的日本和韓國等地 

甚至乎有一間拓展至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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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它們開始慢慢增加不同收入的來源 

以應對可能內地對它們監管的風險 

至於剛才提及過可能要等待至下一個牛市 

其實我們都強調有時需要視乎公司的基本面 

即分析行業的前景 

再深入分析該公司將來在行業的地位 

或者是否處於一個領先的地位 

如果選擇投資的方向正確 

縱使手遊的市值可能調整 

亦可繼續分段買入作出部署 

有一些非科技股的問題，關於資源股方面 

想請教一下 Alex 

觀眾很簡單，只是詢問在國內會否有較大的發展 

譬如鋼鐵股這類 

剛才 Belle 提到相信將來有關基建的政策都會頗多 

這些板塊其實已經頗為低殘 

本人較為傾向農業、食品和能源方面 

香港的食品股不是很受歡迎 

外國方面現時則頗受歡迎 

我覺得這兩項相對較佳 

美國方面剛才你提及過的鋼鐵股都是頗為便宜 

縱是大家都覺得以前 Donald Trump 吹噓有很多財政政策支持的時候 

股價都不是很貴 

我覺得這個情況就是他們覺得這個周期性很大 

要轉換形象相對較難 

單純以鋼鐵股而言會比較困難 

我較為傾向在資源股方面應該以石油為主 

在香港，石油都是相對表現較好的股份 

明顯今年最強的藍籌就是中海油 

我覺得這都是人同此心 

作為基金經理難以每日沽出股票 

然後再購入，然後再沽出 

需要有些股票可以安心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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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都是覺得能源方面較為優勝 

 

資源股方面 

其實現時全球大趨勢應該是食品及能源 

這條題目應該回覆 

有位歡眾剛輸入一條題目 

就是油價表現很好，油股是否值得追入? 

Alex，你都是贊成的嗎? 

其實昨晚在外圍全部股份都被殺跌 

今日相對上香港的油股是較好 

因為香港對比外圍，今日的情緒較為穩定 

我覺得在組合入面 

現時順應時勢，怎樣都應該納入一些油股 

再加上油股相對受人民幣的影響較小 

如果人民幣每日都在下跌的話 

其實你還在擔心很多內房，內銀和內險股` 

但資源股相對受不太擔心 

所以資源股繼續維持強勢 

反而風險在於板塊輪動 

假若忽然之間有些大板塊好轉 

投資者便會套現轉倉 

但我覺得到時的情況可能不會太差 

如果參考外圍的經驗 

其實它們依然都是一浪高於一浪 

我覺得油股在現時的環境之下 

就如是一個組合的船錨 

 

 

另外有問題需要請教 Belle 

有客戶想了解 A 股近期的走勢相對較為穩定 

的確如是，上證跌穿了三千點後 

很快便企穩下來，上落幅度沒有那麼大 

是否相較港股會更為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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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想問應否留意醫藥股方面 

又或如果購入了應該如何處理? 

很明白這些觀眾的疑問 

因為 A 股醫藥股跌得很厲害 

疫情固然有影響 

如果說港股和 A 股當然都受到中國內地的政策 

或是何時會有剌激的措施 

又或是剌激的力度夠不夠大 

走勢會受到影響 

不過港股有些不同 

會跟隨美國的息率周期多些 

始終港元和美元掛鈎 

所以當息口變動得很厲害的時候 

如果美國國債的利息波動很厲害的時候 

港股的波動會大些 

如果大家覺得對息率的走勢 

現時仍未能看得通透 

可能需要再加很多次利息 

與及利息在現時的市場仍然未能完全反應出來 

可能港股未來的波動性反而會高些 

A 股因為維穩的緣故，穩字當頭 

所以即使下跌通常亦會有底線 

跟着國家隊會入市支持，又或社保亦會入市 

武器和子彈都已在準備 

所以 A 股未來的抗跌力可能會高些 

但當美國的息率穩定下來之後 

港股的反彈可能又會高些 

視乎大家追緊的是甚麼狀況 

兩邊有着不同的因素 

 

另外想請教 Edison 

客戶想問現時股市下跌，黃金下跌，債市又跌 

在高通脹之下，還有甚麼可以購入以對抗通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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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抗通脹為目的 

實體房地產的投資都比較容易對抗通脹 

正如剛才所講 

在股和債都不是做得特別好的時候 

我們可能就會建議一些另類的投資 

例如是實體的房地產 

主要原因是房地產很多時本身的物價或估值 

其實都根據着通脹調整 

如果投資者購入一個房地產出租 

都會有租金收入 

這個都是和通脹掛鈎的時候 

所以相對而言，如果客戶比較擔心 

在通脹時期對債和股都有憂慮 

其實可以留意實體房地產的投資 

 

亦有客戶詢問外圍市況這麼波動 

那些資產可以分散風險呢? 

我覺得都是持有現金為上 

換個角度去想，因為所有資產類別的波幅其實都增加了 

在量化寛鬆之前，疫情前，即 2020 年以前的世界 

市場長期維持低波幅 

那時投資的金額，譬如你有一百元 

可能投入一百二十元都很安全 

但現時每日的波幅可能會如昨日般單日有 3 至 4% 

在風險資產上的投入 

其實不需要投放大額資金 

都可能會有一樣的效果 

因為波幅增加了 

所以為何現金比較以前重要 

因為現金可以令到你的情緒波動會小些 

我覺得重點在於需要維持一個比較穩定的情緒 

整個組合拉埋一齊的時候亦不會驚慌 

所以本人覺得在這樣的操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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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持有現金在通脹時期是必然虧損 

但情況是所有風險資產的波動性較以前為高 

所以雖然你投入的注碼較以往為少 

但仍然可以獲得一樣的效果 

所以我覺得增加現金比例是較為合理的做法 

小注怡情，大注傷身 

 

Belle，你又是否認同呢? 

因為都有客戶詢問現時應否趁低吸納? 

如果吸納的時候又應否選擇科網股 

因為都覺得科網股已下跌了不少 

還是以抗通脹為目標，不如選擇高息股 

今年我們一直都在留意高息股多於科網股 

因為科網股還有很多政策上的問題仍未解決 

剛才提到環球的科網 

E-Commerce 或者收取廣告費的社交媒體 

其實都在面對很大的壓力 

或來自廣告收入放慢的壓力 

這情況不單限於中國內地 

所以其實現時通脹是最確定性高 

在買餸的時候也反映出來 

因為通脹的確定性高 

所以我們必須要購買一些最高息和最穩定的股票 

能夠派發股息，令我們覺得有一定的穩定性 

公用股這個板塊 

今年在香港有些股票已經創出新高 

另一方面，我覺得股債平衡是非常重要 

不應該要股不要債 

今年的債息升了很多 

所以現在留意一些短年期債券的時候 

就會覺得它們的利息 

可能對於抗通脹會有所幫助 

而且短年期債的波幅相對地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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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與股票加在一起 

就會令到整個組合的波動性不會像股市般大 

 

你就贊成高息股 

但有客戶問現時消費升級之下 

有那些股票可以受惠? 

Edison，你有甚麼意見呢 

因為還有一個觀眾詢問 

外賣平台股的前景分析如何 

可否將外賣平台股列入消費升級的資產 

又有那些可以選擇? 

如果消費升級 

我們會見到 A 股會有比較多些這類的投資機會 

如果以中國頂級白酒為例 

未來幾年其實我們都預計會有 10 - 20%的增長 

主要剛才都有分享過 

中國的人均收入開始慢慢提高 

這是一個長線的趨勢 

譬如一間頂級白酒的龍頭公司 

上年換了董事長之後 

其實已經改善了很多生產和業務等等 

在三月份開發了一個新的手機 Apps 做直銷和分銷 

其實這些都是幫助消費升級的板塊 

剛才所講的中國白酒 

我們都會將外賣定義為一個互聯網 

其實都是規模經濟的問題 

長線而言，我們都會覺得是有投資機會 

但始終互聯網板塊方面 

我們都會較為看好手遊及 E-Commerce 等平台多些 

剛才 Alex 提到油股值得考慮 

但有觀眾問得很好 

如果疫情受控，航空股有否投資機會? 

如果大市向上的時候，沒理由會購買航空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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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航空股已有好轉 

就算香港的國泰航空亦已大有起色 

其實市場已有這個想法 

我覺得大家都落了基本注 

等待出現真正的支持 

但要小心一點 

航空股如果要作為長線投資 

其實一個正常運作環境之下 

航空股並不是好的股票 

它們的員工有很大的討價還價能力 

訓練成本又高 

還有機位注銷及定價方面等的問題 

從這個角度分析 

只是一個所謂機會主義的想法 

只會流失一個投資的機會 

或者是一個投機的機會 

而航空股不是一隻可以安心持有三十年的股票 

像畢菲特的模式長期持有三十年 

我就不會如此做法 

如果真是購買航空股的時候 

要拿捏好時間，不單只留意注碼 

現時的投資者有落基本注 

從市場反映大家都已經參與 等待這件事發生 

但問題是 縱然你已經參與 

而又真的出現好轉 

其實都只是博一個升浪 

而不是看長升長有或持續的走勢 

其實是非常困難 

因為航空股的行業特質是非常的困難 

的確現時投資的看法可以完全不同 

 

最有一條問題請教 Belle 

有觀眾想詢問黃金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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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和以前的看法有很大的不同 

通脹或者避險一定是以黃金為佳 

這一浪有地緣政治和通脹的因素 

但黃金都不能創出高位 

究竟還值不值得持有? 

除了黃金或者是黃金相關的股份 

我們回顧一下黃金今年的走勢 

其實在烏克蘭危機事件出現的時候 

黃金價格的表現很好 

最高的時候做出 2050 美元一安士 

後來美元在三月底四月初開始走強 

美元突然之間沖上來的時候 

對於其他的外幣或者黃金通常都是不利 

所以黃金回軟 

未來有幾個因素 

我們覺得黃金可以再被看好一些 

就是美國現時衰退的風險越來越升温 

因為美國通脹高企 

聯儲局已講明一定要不斷加息以控制通脹 

控制到通脹得以舒緩為止 

在這情況下，就會令到經濟突然之間放慢 

因為加息太快，經濟就會放慢 

令到衰退的時間越來越提早 

原本覺得可能還有兩年才會出現衰退 

因為經濟周期慢慢回落 

不過可能是在今年底或是明年見到 

或者又可以拖到後年 

甚至一直拖後 以後再作打算 

現時看來衰退將會提早出現 

在衰退風險之下 

很多人會購入黃金以對抗衰退 

黃金在傳統上對抗通脹 

不過近期由於美元上升，才導致金價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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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衰退風險再來 

美元升不上去，另一方面黃金就會做好 

黃金抗通脹的作用始終依然存在 

我們的答問環節到此完結 

多謝三位嘉賓的意見 

接着下來，到第二節的抽奬環節 

同樣都是由電腦隨機抽出 

今次我們會抽出兩位幸運兒 

之前你們如果已在專頁登記報名參加講座的客戶 

全部都有機會參加抽奬 

講多一次，禮物是價值五百元的豐澤禮券 

且看最後兩位幸運兒是誰 

第四位幸運兒的得奬者是姓葉的 

恭喜你 

看到你的電郵了 

還有最後一位，姓麥的 

恭喜你 

我們今天抽出了五位的幸運兒 

他們全部都可以獲得五百元的豐澤禮券 

你們的專屬客戶經理 

都會在稍後時間通知你們領奬 

最後來到尾聲， 需要多謝我們的主講嘉賓 

今日有很多的貼士和很多板塊提供 

並為我們作前景分析 

大家可以消化一下 

亦多謝恒生的客戶抽空參加這次網上直播的環節 

希望大家都可以把握得到投資先機 

今日講座到此結束 

多謝各位 

我們有機會再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