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 資 理 財B3

20222022年年11月月2424日日（（星期一星期一））

2022年1月24日（星期一）

2022年1月24日（星期一）

◆責任編輯：王里

本周數據公布時間及預測(1月24-28日)

日期
24

25

26

27

28

註：#代表增長年率

國家
無重要數據公布

澳洲

英國

美國

日本

美國
澳洲

美國

澳洲

歐盟

德國

美國

香港時間

9:30AM

3:00PM

10:00PM

7:50AM

10:00PM

9:30AM

9:30AM

8:30PM

8:30PM

8:30PM

9:30AM

6:00PM

6:00PM

6:00PM

3:00PM

3:00PM

8:30PM

8:30PM

10:00PM

報告

第四季消費物價指數#

12月份公共財政赤字(英鎊)

1月份消費信心指標

12月企業生產物價指數#

12月份新屋銷售(單位)

第四季入口物價指數#

第四季出口物價指數#

截至前周六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

第四季國內生產總值

12月份耐用品訂單

第四季生產物價指數#

1月份歐元區經濟情緒指數

1月份歐元區消費信心指數

1月份歐元區工業信心指數

第四季國內生產總值#

12月份入口物價指數#

12月份個人收入

12月份個人開支

1月份密歇根大學消費情緒指數

預測

-

-

112.0

-

76.5萬

-

-

26.0萬

+5.6%

-0.5%

-

-

-

-

-

-

+0.5%

-0.6%

68.8

上次

+3.0%

136.07億

115.8

+1.1%

74.4萬

+6.4%

+41.0%

28.6萬

+2.3%

+2.5%

+2.9%

115.3

-8.3

+14.9

+2.5%

+24.7%

+0.4%

+0.6%

68.8

上周數據公布結果(1月17-21日)

日期

17

18

19

20

21

註：R代表修訂數據 #代表增長年率

國家

無重要數據公布

德國

美國

澳洲

德國

英國

美國

英國

美國

香港時間

3:00PM

8:30PM

9:30AM

3:00PM

8:30PM

10:00PM

3:00PM

10:00PM

報告

12月份消費物價指數#

12月份建屋動工(單位)

12月份失業率

12月份生產物價指數#

12月份消費物價指數#

12月份生產物價指數
(輸出)#

截至前周六首次申領
失業救濟人數

12月份二手房屋銷售(單位)

12月份零售額#

12月份領先指標

結果

+5.3%

170.2萬

4.2%

+24.2%

+5.4%

+9.3%

28.6萬

618.0萬

-1.7%

+0.8%

上次

+5.2%

167.8萬

4.6%

+19.2%

+5.1%

+9.4%

23.1萬

648萬

-3.3%

+0.7%

R

R

R

R

R

R

北京冬奧臨近 體育概念股可尋金

股市是經

濟 的 晴 雨

表，雖然距

離北京冬奧

會開幕還有

一段時間，

但 A 股卻已

經率先活躍

起來了，不少冬奧會概念股相

繼漲停。

美聯儲偏鷹 美元指數料續走弱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黃楚淇

宋清輝
著名經濟學家

投 資 理 財 ◆責任編輯：馬寧

一座城市承辦冬奧會，需要完善大量的
設施，如建立符合並超越世界標準的

冰上體育場館，完善當地的基礎設施建設
尤其是交通、互聯網網絡、住宿方面的建
設，提升當地居民對冬奧會的意識，大力
發展節能環保產業以維護當地的環境。這
些方面的建設，將產生極大的經濟效益。
另一大效益就是旅遊資源，從歷史的角

度來看，承辦冬奧會的城市會在所有賽事
結束之後成為未來的旅遊勝地，隨着全世
界消費者收入水平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
旅遊產業的發達不僅為未來冬奧會舉辦地
的經濟發展提供不竭的動力，還會衍生到
周邊城市形成旅遊產業鏈。當然，由於目
前新冠疫情的影響，這種奧運經濟的影響
可能會在疫情結束後體現出來。

冬奧基建經濟效益巨大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布局下，投資布局

早已經不限於本地股或本地產業，這也意
味着我們需要將投資的目光放在全行業
上。2022冬奧會花落中國之後，一系列的
投資機會就已迅速展開。在全球互聯網互
通互聯的格局下，例如場館、城市交通、
環境保護、周邊產品向全球招投標，這也
必然讓全球資本獲得平等的競爭機會，中
國具備競爭力的上市公司也已經被各路投
資資金所關注，有助於形成價值投資。

周邊產品銷情勢掀熱潮
不少基礎設施建設相關的上市公司均在

冬奧會各項招投標項目上中標，大量訂單
必然會提升上市公司的業績，也有助於提
升公司的知名度並抬升企業發展的想像空
間，對公司股價形成支撐。服裝設計、製
造企業也正在獲得資本的追捧，運動會的
熱潮往往會帶動周邊產品的銷售，和冬奧
會特許經銷商有關聯的企業，其銷售量也

將出現大幅增長。
旅遊概念也會在奧運會後期慢慢發酵，

無論是夏季奧運會還是冬季奧運會。在奧
運會時間點越來越近的時候，其業績也會
越來越好，市場的關注也會越來越多。

河北本地股料獲資金青睞
河北本地股與張家口本地股在此盛宴中

都獲得了資金的捧場，相關上市公司能夠
在此向全世界展示自己的風采，冬奧會的
舉辦對這些企業而言也是一種莫大的榮
譽。不過，為了治理河北及北部地區的污
染問題，一些當地傳統行業如鋼鐵、水泥
產業受到減產影響，這些企業的業績或會
受到一定的影響。

適逢虎年春節行情疊加
需要注意的是，冬奧會概念股在申辦之

前已經被市場進行過了多輪炒作，按照市
場慣例，目前是利好出盡的漫長過程。但
是大家對此也不必過於擔心，據內地某券
商統計，從1998年第18屆冬奧會以來的
市場表現來看，冬奧會舉辦前的上漲概率
整體高於舉辦後，其中冬奧會舉辦前7個
交易日、閉幕式當日上漲概率均為
83.33%，而舉辦後的14個交易日上漲概率
僅為33.33%。由於北京冬奧會與中國虎年
春節重疊，冬奧會期間或疊加一波春節行
情。作者為著名經濟學家宋清輝，著有
《強國提速》。本欄逢周一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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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上周大致走穩，市場完全反映出

美聯儲3月加息和2022年共升息四次的
前景，美聯儲將於本周召開會議，投資
者上周已為會議可能出現的鷹派意外作
好準備，美元指數周四觸及逾一周高點
95.86。市場嚴陣以待下周的美國聯邦公
開市場委員會(FOMC)利率決議和政策聲
明，以及美聯儲主席鮑威爾的記者會。
出於對美聯儲鷹派立場的擔憂，全球股
市承壓，風險資產受挫，商品貨幣則告
下跌。
澳洲央行將於2月1日召開會議，鑒於

澳洲失業率大幅下降，有市場人士猜測
央行將至少會結束每周購買40億澳元公
債的量化寬鬆(QE)計劃，若本周澳洲通
脹數據偏高，央行甚至可能被迫轉向鷹
派。此外，加拿大央行也將公布利率決
定，日本央行將發布1月17至18日政策
會議審議委員意見摘要。經濟數據方
面，美歐多國PMI指數、美國GDP、澳
洲通脹數據等都將陸續發布。

美元指數支持位料於92.9關
美元指數方面，技術圖表見在去年第

四季，美元多番於50天平均線獲得支
撐，但至本月上旬呈初步失守，暫見上
周多日高位亦僅居於此區下方，若之後
美指仍然未可扳回25天平均線95.85水

平之上，料見美指續呈弱勢傾向。以去
年9月起始的升幅計算，38.2%的回調
幅度在95.55，擴展至50%及61.8%的
幅度則分別為95.10及94.60水平。較大
支持看至250天平均線92.90水平。至於
上方較大阻力回看97以至97.80水平。

金價短線料走穩
倫敦黃金方面，金價在過去兩周大致

在1,800美元關口企穩，更剛在上周三突
破了關鍵的1,830水平，此區原先為近期
多次試探而未能破位的區間頂部，而破
位後延伸升勢至周四觸高於1,847.70美
元。雖然周五曾作調整，但預料只要金
價本周仍可守住1,830水平上方，可望續
有進一步上漲動力。較大阻力可看至
1,850美元這個半百關口，相信若可破位
將見更顯著的擴展空間，其後目標看至
1,865，下一級指向去年 11 月高位
1,876.90美元。支持位則會回看1,830及
25天平均線處於1,812水平，其後較關
鍵支持將看至1月7日低位1,782.10元。

銀價料續反彈
倫敦白銀上周初已見企穩於25天平均

線之上，有望銀價繼續保持着反撲走
勢。預計支持位先看24及23.40美元，
關鍵仍會矚目 25 天平均線目前位置
23.02美元。上方阻力回看至24.50以至
250天平均線24.90美元，下一級參考去
年11月高位25.40。

近日受累美國10年期債息急升至1.8厘水

平，加上美國通脹壓力高企，去年12月通

脹按年漲幅達7%，市場押注 3月開始加

息，全年共加息3至4次。加息陰霾下，美

股進入調整期，標普500指數年初至今跌約

8%，納指同期跌幅超過一成，技術走勢明

顯偏弱。短線而言，美債息高企，加上估值

仍偏高，料美股走勢仍較淡。光大證券國際產品開發及零售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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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健兒
光大證券國際基金策略師

內地高收益債券基金可留意
資
產
減
值
知
多
啲

專欄投委會

經濟不景氣時，
很多公司面對業務
上的挑戰及不確定
性，這有可能對資

產造成負面影響或減少其價值。
一項資產最初出現於公司財務報表，是
按成本計量。其後在每個報告日，視乎需
要，會按成本扣減資產的消耗和減值，或
重新估值。而不同類型的資產，例如金融
投資或物業廠房等，會按適用的會計準則
作不同的會計處理。

資產減值有跡可尋
在每個報告期結束時，公司需要評估會
否有跡象令資產可能出現減值，估算資產
的可收回價值。資產減值跡象的例子有很
多，例如市場利率上升，科技、市場、經
濟或法律環境的不利變化；資產本身的情
況，例如其市值下跌、信用評級下跌（適
用於金融資產）、報廢或出現實質損壞、
其經濟表現較預期差、資產被閒置或公司
有意出售資產，又或者公司的淨資產值高
於其市值。
無論有否減值跡象，公司每年都需要為
業務合併所產生的商譽、沒有明確使用期
限的及還未可供使用的無形資產進行減值
評估。

減值金額的根據
當公司需要進行減值評估時，應披露構
成減值的事件和情況，以及減值評估的關
鍵假設，例如銷售的預期增長率、最終增
長率及使用價值的折現率。
企業對自身資產的價值作出評估，判斷
會否出現減值虧損的情況，有助更真確反
映資產的價值，是投資者作出投資決定時
的重要考量。

相反 ，
港 股

經歷去年
大跌浪，
踏 入 2022
年則有所
反彈。當
中，內房
板塊的反
彈動力不

俗。雖然內房違約風險持續，個別內
房企業例如中國奧園（3883）上周更
宣布進行整體債務重組，不過，為免
內房債務問題對經濟造成嚴重打擊，
近日中央在貨幣政策及行業監管已有
所放寬。貨幣政策上，央行通過1年
期MLF操作、下調一年期及五年期
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以及進

行逆回購操作，向市場「放水」。市
場預期，人民銀行在農曆年後會有更
多寬鬆措施出台，包括下調存款準備
金率，降息及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
等。
至於行業監管方面，有消息指內

地正制定更多穩定房地產行業的措
施，包括放寬開發商動用預售金的
限制，以協助項目及時交付、付款
給供應商和進行融資操作，以緩解
房地產商的流動性問題，以及防止
危機繼續蔓延至整體經濟，預料相
關計劃最快本月底出台。市場相
信，新措施可改善資金緊張開發商
的現金流情況，並預料未來幾數月
將更多利好政策出台，房地產業或
將觸底反彈。事實上，消息傳出
後，明顯提振市場信心，內房及相

關物管股大幅走強，優質內房債亦
大幅反彈逾一成。此外，部分中國
高收益債劵基金上周亦明顯反彈。
本欄認為，在內地貨幣政策及內

房措施鬆綁的預期下，將持續利好
內地及香港股市氣氛，以及中資金
融及內房股的表現。另一方面，市
場亦已大幅消化中央對科網股監管
的消息，科網股的估值明顯回落
下，亦有望出現估值收復。

看好A股港股前景
基金配置上，看好內地A股及港股

市前景，建議在大市調整時分注吸
納。A股及港股票基金可留意首域盈
信中國增長基金。基金集中持有約50
至60隻股票，目前約60%投資於港
股，約30%為內地A股，此外，亦有

投資台灣地區及美國上市的中概股，
共佔一成。行業配置方面，首三大分
別為非必需消費品（約22%）、 工
業（21%）及健康護理，而金融及房
地產佔比則約9.6%及5.6%。
至於看好內房債市轉勢的投資者，

則可留意內地高收益債券基金，例如
富達中國高收益債券基金。基金約
40%配置在房產債，去年內房債表現
疲弱，拖累基金全年跌幅近逾兩成，
利好政策出台後，相信回報有望改
善。同時，基金設派息類別，年派息
率逾8%。然而，若投資者希望不俗
集中投資中國高收益市場，則可留意
亞洲債券基金，例如惠理亞洲債券基
金。基金只有約43%投資中國及香
港。行業配置上，房地產及銀行佔比
分別約18.3%及12.3%。

◆消息指內地正制定更多穩定房地產行業的措施，明顯提振市場信心，部分
優質內房債反彈逾一成。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