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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獲國策加持 惟宜理性看待
在第五屆世界智能大會新聞發布會

上，包括中國發改委、科技部、工信

部等在內的多部門相關負責人表示，將更

加注重中國人工智能行業頂層設計，全力

推動人工智能產業發展。關於AI（Artifi-

cial Intelligence，英文縮寫為「AI」），筆

者有兩個問題。
宋清輝
著名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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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一件
相同的

事情，100 位經濟學家有 100 種看
法，而且這100位經濟學家都言之有
理，不易判斷誰對誰錯。那麼，如果
讓100個不同的AI機器人來分析一件
事情，會得到100種不同的結論還是
得到唯一的結果？另外，在AI已經
成熟的年代，讓AI預期AI的未來，
AI又會得出什麼樣的結論？

從人工到機器，從機器到計算機，
再從計算機到人工智能，工業革命的
每一次升級，都給人們以往的生活生
產方式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作為工
業4.0之路上的關鍵，AI經濟的興起
也是必然，最終會融入到各行各業
中。

既期待AI也懷疑AI
筆者既期待AI，也懷疑AI，期待

是希望AI能讓我們的生活變得更輕
鬆簡單，許多事情交給AI來做就
行。例如，很多智能家居設備能夠聽
從人們的指令進行工作，像開燈、播
放音樂、啟動電器、開關門、監控異
常報警等，這些本身就是我們自己可
以做的事情，但如今張口就可以實
現，這些便利通過萬物互聯的方式，
實現了硬件在軟件控制下工作。懷疑
AI，是懷疑其是否靠譜。如果哪天筆
者口腔潰瘍、說話不清晰，那些智能
傢具是否還能識別出是筆者在說話，
是能判斷筆者到底想表達什麼。
當然，智能傢具在AI中的使用，

僅是無數使用情況中的一個例。AI開
發和使用的目的，是為了通過價值創
造價值，就如科幻片中描述的一樣，
AI未來會滲透到各行各業當中。例
如，AI汽車的自動駕駛功能，通過
AI智慧城市的調控，每輛車都會成為
「老司機」，這將大幅減少事故發生

率，大幅減少擁堵發生，人們的出行
時間也將大幅減少。

A股將迎來AI概念股
同樣，通過技術成熟的工程類AI

機器人，基礎建設、樓房建造、儀器
生產等工業製造的效率都會大幅提
升。在技術設計方面，設計類AI系
統，設計出抗震、抗風結構更優化的
建築，設計出運行速度更快的高鐵，
設計出戰鬥力更強的武器。在戰略規
範方面，智慧類的AI系統，能根據大
數據分析出人們的需求、市場所需要
的供給，提出合理的生產規劃，實現
結構性供給側改革，減少資源浪費、
降低企業庫存。近期，關注到內地不
少AI獨角獸公司都在申請科創板上
市，究竟誰能夠拔得「Al第一股」
頭籌，尚待進一步觀察。
作者為著名經濟學家宋清輝，著有

《床頭經濟學》。本欄逢週一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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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數據公布時間及預測(5月17-21日)

日期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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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1

國家
無重要數據公布

歐盟
美國
歐盟

英國

澳洲
德國
美國

英國
美國

香港時間

6:00 PM
8:30 PM
6:00 PM
4:30 PM
4:30 PM
9:30 AM
3:00 PM
8:30 PM
10:00 PM
4:30 PM
10:00 PM

報告

三月份歐元區貨物貿易盈餘 (歐元)
四月份建屋動工 (單位)

四月份歐元區協調化消費物價指數# (修訂)
四月份消費物價指數#

四月份生產物價指數 (輸出) #
四月份失業率

四月份生產物價指數#
截至前周六的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

四月份領先指標
四月份零售量 #

四月份二手房屋銷售 (單位)

預測

-
171.5 萬
+ 1.6%
-
-
-
-

46.0 萬
+ 1.3%
-

609 萬

上次

177 億
173.9 萬
+ 1.3%
+ 1.0%
+ 1.9%
5.6%
- 4.6%
47.3 萬
+ 1.3%
+ 7.2%
601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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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 代表增長年率

香港文匯報訊 內地正尋求豐

富多層次、多支柱養老保險體

系，希望保險公司為老齡人口開

發出期限更長的專屬商業養老保

險產品。中國銀保監會發布通

知，決定自2021年6月1日起，

在浙江省（包括寧波市）和重慶

市開展專屬商業養老保險試點。

試點期限暫定一年。

六險企試水專屬商業養老保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顧大鵬 石家莊
報道）雄安新區容東安置房項目正式對
外招商。據雄安新區發布容東安置房項
目招商公告稱，招商對象為符合項目定
位的全國及區域連鎖品牌、屬地知名品
牌、優質創業品牌，具有相應業態成熟
的運營經驗，具有良好的信譽，有意願
參與雄安新區開發建設的公司法人或個
體。
容東片區是雄安新區首個大規模建設

區，是雄安新區「一主五輔」的重要組
成部分。作為新區開發建設的先行區，
容東片區安置房項目商業用房為雄安新
區首個商業項目，包括集中商業、商業
街等形態，面積共計約15萬平方米，
在新區具有示範先行的作用。項目包含
B1，B2，C，D1，D2，E和G共計7個
組團，分別委託招商蛇口、中國鐵建、
中鐵諾德、綠城、中鐵置業、萬科6家
單位，進行統一的招商和運營管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
道）為期5天的第五屆絲綢之路國際博
覽會（絲博會）近日在西安閉幕。根據
組委會統計，本屆絲博會共吸引了來自
35個國家和地區的參展企業2,600餘
家，參展展品2萬餘種，參展參會人數
達16 萬餘人次。大會最終簽訂利用外
資項目合同總投資額490億元（人民
幣、下同），簽訂內資聯合項目合同總
投資額15,840.91億元。
在成果發布會上，第五屆絲博會執委

會副主任兼秘書長馬多平表示，本屆絲
博會採用「綜合+專業」的模式，設置

了7個展館，展覽展示面積7.2萬平方
米，全面展示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和地區，我國各省區市及新疆生產建設
兵團的整體形象、資源優勢和特色產
業。展會成果豐碩，不僅簽訂項目涉資
總金額超1.6萬億元，同時亦在深入交
流的基礎上，達成了一系列合作成果。
香港特區政府駐成都經濟貿易辦事處

及香港貿易發展局均設置了特色展館。
其中香港貿發局展區，在充分呈現香港
在創新和科技領域「動感和活力」的同
時，也充分展示了如何利用香港平台
「引進來，走出去」。

參與試點的保險公司包括：中國人民
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中國人壽

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太平人壽保險有限公
司、中國太平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泰康人壽保險有限責任公司、新華人壽保
險股份有限公司。
根據《中國銀保監會辦公廳關於開展專
屬商業養老保險試點的通知》，試點保險
公司應創新開發投保簡便、交費靈活、收
益穩健的專屬商業養老保險產品。消費者
達到60周歲及以上方可領取養老金，且

領取期限不短於10年。

60歲或以上才可領取養老金
通知要求，試點保險公司應積極探索服

務新產業、新業態從業人員和各種靈活就
業人員養老需求。探索建立與專屬商業養
老保險業務長期發展相適應的內部管理機
制，包括長期銷售激勵考核機制、風險管
控機制和較長期限的投資考核機制等。
通知明確，在風險有效隔離的前提下，

鼓勵試點保險公司積極探索將專屬商業養

老保險業務發展與養老、照護服務等相銜
接，滿足差異化養老需求。
銀保監會有關部門負責人表示，專屬商

業養老保險是第三支柱養老保險的組成部
分。開展專屬商業養老保險試點，有利於
豐富第三支柱養老保險產品供給，鞏固多
層次、多支柱養老保險體系，滿足人民群
眾多樣化養老保障需求。
通知要求各公司扎實做好準備工作，並

按要求報送試點方案，經批准後方可實
施。

雄安新區容東安置房項目招商

絲博會簽約逾1.6萬億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 黃楚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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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有20家市值在2,000億美元以上的
科技及相關企業(如甲骨文、英特爾、騰訊
等)，也被稱為超大型科技公司。全球超
大型科技股公布了強勁的第一季業績。市
場對這些公司2021年的盈餘增長預測從4

月初的16%上修至目前的22%。年初以來，
這些公司股價已上漲10%，遠期市盈率估值
達到27.5倍。目前其本益增長比率（PEG）
與歷史區間1.2-2.0倍一致，但鑒於缺乏強勁
的短期催化劑，我們認為目前的估值水平不
具吸引力。我們認為，短期內金融和能源等
再通脹相關行業存在更好的機會，並建議投
資者近期對全球超大型科技股持倉進行管
理。

中小型科技股估值吸引
在科技行業內，儘管中小型科技公司較易
受到利率上升的影響，但鑒於該領域近期表
現欠佳而長期前景強勁，我們認為目前中小
型科技股估值吸引力提升。我們認為，投資
者應考慮分散配置於數位訂閱領域以及「下
個黃金機遇」領域中的中小型企業，包括
5G、金融科技、健康科技和綠色科技等。
儘管全球超大型科技公司每年以股票回購
和派發股息的方式，為股東提供約2,500億至
3,000億美元的回報，但這些企業的資產負債
表仍非常穩健，目前淨現金頭寸達6400億美
元（幾乎相當於這些公司市值的5%）。這主
要是因為它們具有穩健的現金流生成能力；
科技巨擘每年創造約4,400億美元的自由現金
流（約佔其市值的3.3%）。自由現金流利潤
率（即佔營收的百分比）達到19%的強勁水
平，再考慮到強大的定價能力和成本控制，
我們認為以上有利趨勢還將持續。
鑒於成長前景穩定且現金流充裕，科技巨
擘在過去幾年為投資者帶來豐厚回報。這種
優秀表現在2021年也相當明顯，其獲利預期
大幅上修。不過，在近期上修之後，投資者
應適當管控其全球大型科技股的頭寸。

建議定期審視監管風險
除了估值溢價外，全球科技企業還面臨監
管審查趨嚴的風險。過去兩年中，每年科技
巨擘參與的交易達100至150宗，顯示其在併
購方面非常活躍。科技巨擘大舉併購，在行
業中又佔據主導地位，因而引發日益嚴格的
監管審查，尤其是在電子商務、線上媒體等
依賴互聯網業務模式的行業，而軟體公司所
受的影響相對較小。雖然監管風險目前可
控，但我們仍建議投資者需定期審視此類風
險。 （摘錄）

金價再探近期頂部 本周料呈突破

● 銀保監發布通知，
決定下月起，在浙江
省（包括寧波市）和
重慶市開展專屬商業
養老保險試點，鼓勵
試點保險公司積極探
索將專屬商業養老保
險業務發展與養老、
照護服務等相銜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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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上周三發布的4月通脹數據意
外強勁，消費物價指數（CPI）升幅
甚至創下近12年最大，加劇對通脹
壓力升溫的擔憂。數據公布後，美元
顯著回升，一度高見至90.91，因通
脹升高可能促使美聯儲將升息時間提
前，這種擔憂導致美股出現挫跌；但
美元之後未能延續反彈，雖然美國周
四公布的PPI和初請失業金數據強
勁，但未有推動美債收益率延續升
勢，市場人士正在消化一定程度的通
脹疑慮。至周五，美元更出現顯著回
跌，數據顯示，美國4月零售銷售意
外持平。迎來本周，日本將發布第一
季GDP和4月CPI。英國歐元區澳洲

發布月度就業數據；而法國、德國、
歐元區、英國、美國均將發布5月製
造業PMI初值

銀價同見獲支撐
美元指數走勢，圖表見RSI及隨機

指數剛自超買區域回跌，而隨着這一
浪的下跌，形成一道下降趨向線位於
90.90水平，並接近於100天平均線
位置，但上周暫見未能破位，故美指
或短線仍處盤整階段。支持位續會留
意 90 關口，進一步參考 2月低位
89.68以至1月低位89.21；較大支撐
看至88.20。反之，若後市終可上破
趨向線阻力，將可望重啟升勢。黃金
比率計算，38.2%的反彈水平為
91.30，擴展至50%及61.8%的幅度則
分別為91.70及92.15。關鍵將留意3
月底高位93.44水平。

倫敦黃金在上周三
出現挫跌後，已見在
10天平均線獲見支
撐，隨後並重新走
穩，並再次向上挑戰
200 天平均線阻力
1,846水平，自月初
以來，金價曾多日上
探此區，故若後市終
可突破，有望開展新
一波升浪。以自去年
8月高位2,072.50起
始的累計跌幅計算，50%及61.8%的
反彈幅度為1,873及1,920美元，可作
為後市的阻力參考；另外，1,900關
口亦為重要依據。至於支持位則回看
10天平均線1,815，下一關鍵將看至
1,800及1,780美元。
倫敦白銀方面，圖表見RSI及隨機

指數已重新走高，而銀價亦守住了上
升趨向線支撐，可望銀價本周又重新
上揚的傾向。目前預計上方阻力在
27.90以至28.31美元，關鍵將會直指
30美元關口。下方支撐回看趨向線目
前位置26.60以至100天平均線26.20
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