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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盟集團(2013)經過連跌7個交易日，累挫35%，
市值蒸發逾130億元後，隨着集團隔晚發通告強調，
不知悉有對公司商業前景造成重大影響的監管制度改
變，並指會在公布中期業績後適時回購，股價昨終現
較像樣的反彈。該股昨收11.54元，勁彈1.72元或
17.52%，惟因現價較2月高位33.5元，仍瀉66%，相
比之前的配股價也有水位，在業務前景仍可樂觀下，
料其後市的空間仍在。
集團是於5月下旬以每股15元，配售1.56億股新
股，相當於擴大後已發行股本約6.4%，集資淨額約
23.1億元。另外，集團計劃發行5年期3億美元零息
可換股債券，集資淨額約2.94億美元(約22.93港元)，
初步換股價為每股21元。配股及發行債券集資淨額合
共約46億元，所得款項淨額用於提升集團的全面研發
實力、升級集團的營銷體系、為潛在戰略投資及併購
補充資金、補充營運資金及一般公司用途。

配股及發債利業務拓展
據悉，此次配股獲得多家國際股權投資機構與產業

資本的青睞。其中，騰訊(0700)參與認購了20%配售
份額；此外，新加坡主權財富基金GIC、加拿大養老

基金等國際大型股權投資機構也參與配售認購，令微盟此次配售
的認購參與資金達到逾8倍，可轉債認購參與額則接近5倍。
集團適時在市場集資，有利未來業務拓展，股價大調整無疑提

供低吸時間。值得一提的是，微盟走低已引起大行的關注，港交
所權益資料顯示，集團獲摩根大通於7月9日在場內以每股平均
價14.4971元(港元，下同)增持694.17萬股，涉資約1.01億元。增
持後，摩根大通的最新持股數目為2.50億股，持股比例由9.98%
增持至10.26%。
營運數據方面，微盟較早前公布，截至2021年3月31日止三

個月，訂閱解決方案的收入同比增長超過100%。截至2021年3
月31日，付費商戶數較2020年3月31日增長約21.9%，流失率
約為4.3%。截至2021年3月31日止三個月，商家解決方案的收
入同比增長超過50%。
花旗近日發表研究報告，估計微盟上半年收入增長理想，料符

市場預期，其中SaaS收入料將按年升70%。該大行維持微盟
「買入」評級，目標價36元，即較現價尚有逾2倍的上升空間。
微盟14天RSI為33.19，反映該股即使急彈，超賣情況仍嚴重。
趁股價反彈初現跟進，博反彈目標為50天線的16元，宜以失守
10元關作止蝕位。

收益勝預期 雷蛇重上10天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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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昨日小幅震盪走高。上證指數收報3,575點，漲
0.34%，成交額5,667.69億元(人民幣，下同)；深證成指
收報15,262點，漲0.33%，成交額7,340.33億元；創業
板指收報3,544點，跌0.44%，個股漲多跌少，漲停72
家，跌停14家。北向資金淨流入59.26億元人民幣。
指數窄幅震盪，景氣度成投資主流。鋼鐵、鋰電池
等高景氣賽道股繼續上衝。鋼鐵板塊的拉升走強對應
國家「雙碳」的工作節點，雖然有關部門強調不能利
用碳中和概念進行熱點炒作，但並不影響投資者的熱
情。
並且隨着下半年限產的逐漸開啟，預計鋼鐵本年第
二輪趨勢性行情即將開啟，相比於上半年的走勢加上
後期政府的調控，這一波鋼鐵的價格和利潤結構更為
合理，原料在上半年推動鋼價上漲的態勢很難重演，
所以鋼鐵的利潤在第三季度很有可能回歸第二季度中
樞，建議投資者把握機會。

鋰電池續爆發 炒風亢奮
雖然鋰電池昨日繼續爆發，但是投資者需要注意賽
道分化。儘管鋰板塊的高確定性和長期成長性吸引大
批資金持續流入，投資者情緒比較高亢，但市場節奏
輪動節奏較快、上下游分歧較大，很有可能坐過山
車。可關注相對穩定的是鋰資源的相關個股，預期未
來空間和景氣度都有望持續。近期操作上，鋼鐵板塊
受碳中和影響和預期高利潤的情況下，景氣度將持
續，可適當布局。
另外中報的披露也將帶來投資機會，可以多發掘業
績超預期而上半年股價表現平淡的績優股，當然近期
熱門股則要注意業績不達預期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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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反彈，恒指收市升499，報
27,724點。如看好恒指，可留意恒
指認購證(23554)，行使價 29,000
點，今年 9月到期，實際槓桿20
倍。或可留意恒指牛證(66095)，收
回價26,900點，2023年12月到期，
實際槓桿37倍。如看淡恒指，可留
意恒指認沽證 (20536)，行使價
26,400點，今年9月到期，實際槓
桿 16 倍。或可留意恒指熊證
(68668)，收回價28,200點，今年10
月到期，實際槓桿34倍。
中移動(0941)6月份5G淨上客量
加快至近 2,875 萬戶，股價曾升
3.38%，報50.45元。如看好中移，
可留意中移認購證(16244)，行使價
55.05元，今年12月到期，實際槓
桿9倍。如看淡中移，可留意中移
認沽證(20387)，行使價47元，今年
9月到期，實際槓桿14倍。

看好騰訊留意購輪12927
騰 訊 （0700） 股 價 曾 微 升
0.56%，報539元。如看好騰訊，可
留意騰訊認購證(12927)，行使價
622元，今年10月到期，實際槓桿
12倍。如看淡騰訊，可留意騰訊認
沽證(12933)，行使價509.5元，今年
10月到期，實際槓桿9倍。

美團(3690)股價曾升 2.96%，報
278.3元。如看好美團，可留意美團
認購證(17294)，行使價325.2元，今
年11月到期，實際槓桿6倍。如看
淡美團，可留意美團認沽證
(26110)，行使價222.12元，今年12
月到期，實際槓桿5倍。
小米 (1810) 股價曾升1.12%，報

27.15元。如看好小米，可留意小米
認購證(17146)，行使價28.83元，今
年10月到期，實際槓桿7倍。或可
留意小米牛證(67662)，收回價25.88
元，今年12月到期，實際槓桿10
倍。如看淡小米，可留意小米認沽
證(12785)，行使價24元，今年11月
到期，實際槓桿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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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出，其內容僅
供參考，惟不
保證該等資料
絕對正確，亦
不對由於任何
資料不準確或遺
漏所引起之損失負
上責任。本資料並不構
成對任何投資買賣的要
約，招攬或邀請，建議
或推薦。

述評滬深股市

資金加配品種值得重視

美聯儲下周召開的議息會議，
能否安撫市場對於經濟復甦

前景的憂慮，會是關注焦點所在。
恒指出現高開高走，並且以接近全
日最高位27,759點來收盤，指數股
普遍出現反彈修復，其中，中移動
(0941)的放量上升值得關注，而近期
的一些超跌股出現報復式反彈，如
微盟(2013)漲17%、恒大汽車(0708)

漲20%，都對市場氣氛帶來提振。
恒指收盤報27,724點，上升499

點或 1.83%。國指收盤報 10,007
點，上升176點或1.78%。另外，
港股主板成交金額回降至1,371億
多元，是月內的最少日成交量，而
沽空金額有 155億元，沽空比例
11.31%。至於升跌股數比例是
1,152：576，日內漲幅超過13%的

股票有41隻，而日內跌幅超過10%
的股票有23隻。

恒指仍處中期向下發展
走勢上，對於恒指在周四的回
升，目前仍只能以反彈來看待，在
資金流未見改善之前，相信恒指仍
處於中期向下的發展趨勢，而未來
一周是重要的時間窗口，美聯儲的
議息結果以及會後聲明，將會是關
鍵的消息因素。現階段，雖然未見
有增量資金回流，但是內部存量資
金仍將繼續配置操作，形成市場上
出現炒股不炒市的狀態。因此，現
時可以多加注意一些出現異動、放
量上升的品種，因為這可能是在盤
面擠壓的情況下，獲得資金加配的
最佳選擇。

中移動放量或向上突破
以近日市況來觀察，長城汽車
(2333)可能是其中一個獲得資金加

配的，公司發出了上半年的業績快
報，預計純利同比增長逾2倍至有
35億元人民幣，消息刺激長城汽車
的成交金額在周三激增至逾30億
元，是三個月來的最大日成交量。
另外，中移動在周四亦出現了放量
上升，成交金額達到35億元，是四
個月以來的最大，而股價也漲了
2.86%至50.2元收盤，有向上突破
過去四個月反覆打橫狀態的機會。
連同在同一板塊裏的中國電信
(0728)，建議可以多加留意，兩者
都是年內北水南下的吸納對象，也
是同時具備有回A題材的催化劑。
免責聲明：此報告所載的內容、

資料及材料只提供給閣下作參考之
用，閣下不應依賴報告中的任何內
容作出任何投資決定。第一上海證
券有限公司/第一上海期貨有限公
司/其關聯公司或其僱員將不會對因
使用此報告的任何內容或材料而引
致的損失而負上任何責任。

7月22日。港股連跌三日後終於出現反彈，

恒指漲了500點，回到10日線27,630點以

上，也修復了過去三日累跌幅度的60%以上。

然而，資金流向的不利狀況依然未見改善，

港股通持續錄得近23億元的淨流出，而港匯

亦繼續站在1美元兌7.77港元的三個月來最

弱水平。由此來看，港股由7月開始展現的

向下趨勢未可改觀，28,300點是恒指目前的

反彈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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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蛇(1337)
主要從事設
計和產銷以
遊戲玩家為
中 心 的 硬
件，同時積
極發展軟件
和服務業務
（包括Raz-
er Gold虛擬
信用積分及

Razer Fintech）。集團 2017 年 11
月上市以來，業績均處於虧損，
2020年度終於扭虧為盈。集團早前
發盈喜，預期截至2021年6月30日
止六個月，錄得不少於3,000萬美
元的除稅後盈利，而2020年上半年
則錄得除稅後虧損1,770萬美元；
轉虧為盈主要由於收益增長高於預
期，以及毛利率持和、經營開支管

理持續改善。

受惠持續遙距工作趨勢
2020年度，受惠於遊戲活動增

加，以及持續的遙距工作趨勢，帶
動對硬件產品的需求；期內，集團
的硬件業務按年增長51.8%至10.8
億美元，佔總收入的89.2%；其中
周邊設備的收入上升73.8%至7.73
億美元，主要是由於鼠標、鍵盤及
音效裝置的銷售整體上升。至於軟
件及服務，分部收入增加62.4%至
7,210萬美元，收入佔比10.6%；分
部毛利率由2019年的42.4%增加至
2020年的43.8%。
截至去年12月底，Razer Gold虛

擬信用積分錄得超過2,600萬名註
冊用戶，按年增長23.8%。按地理
位置分布，於2020年，東南亞和拉
丁美洲為總支付交易規模增長的主

要貢獻地區。
去年度，Raz-
er Fintech 產
生總支付交易
規模 43 億美
元，按年增長
104.4%。
不過，今年

6月初，集團
主席兼首席執
行官陳民亮，
及非執行董事
LIM Kaling，
以每股 2.405 元合共配售 2.75 億
元，配售價較前收市價2.6元折讓
7.5%；有關配售股份，佔已發行股
本約3.09%。配售完成後，陳民亮
持有的股權將降至33.76%，將仍為
集團的控股股東。受到減持消息影
響，拖累集團股價。走勢上，6月3

日裂口下跌，惟昨日重上10天線，
STC%K線升穿%D線，MACD牛
差距擴大，短線走勢料改善，可考
慮2元吸納，反彈阻力2.4元，不跌
穿1.9元可續持有。
(筆者為證監會持牌人士，並無持

有上述股份)

領航股市

縱橫股市

港股昨急彈近500點，中資鋼鐵及有色金屬相關股
見紛紛受捧，尤以中國中冶(1618)彈力較強，早市一度
搶高至2.35元，收報2.23元，升0.2元或9.85%，成交
增至3.5億元，為3月初以來所僅見，現價亦已企於1
個月以來高位。由於集團早前公布的上半年新簽合同
額增長理想，本身估值仍然偏低，在買盤動力增強
下，料後市有力擴大升勢。
中冶日前公布，今年首六個月新簽合同額6,150.6億
元(人民幣，下同)，按年增長32.2%。 單計6月份，新
簽23單筆合同額在10億元以上的重大工程承包合同，
金額合計599.3億元，當中山東省高密市臨港新城城市
更新及基建項目合同金額最高，達96.4億元；此外，
思茅至江城（整董）高速公路工程 PPP 項目施工總承
包合同則為85.3億元。
國泰君安發表的研究報告表示，中國中冶多元化戰

略中新能源業績被市場所忽視，屋頂分布式等光伏中
標32個項目/風電28個/垃圾發電16個新能源業績經
驗豐富。該大行認為，中冶有內地有色實力最強設計
院，鎳鈷鋰銅資源開發具完整產業鏈，鎳鈷礦產資源
價值待重估。國泰君安予中冶A股「增持」評級，目

標價4.41元，相當於今年預測市盈率10倍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中冶H股較A股折讓達48%，兩地股價具收窄

空間，也是H股具吸引力之處。業績方面，中冶去年盈利增
19.1%，至78.62億元；今年首季增12.9%，至21.37億元。該股
H股往績市盈率5.6倍，預測市盈率降至4.8倍，市賬率0.5倍，
估值被低估可見一斑。順勢跟進，上望目標為52周高位的2.55
元(港元，下同)，宜以失守2元支持作止蝕位。

美團領漲 看好吼購輪28587
美團(3690)昨走高至279.8元報收，升3.55%，為表現較突出的

權重科網股。若繼續看好美團後市反彈行情，可留意美團海通購
輪(28587)。28587昨收0.192元，其於今年10月25日最後買賣，
行使價為300.2元，兌換率為0.01，現時溢價14.15%，引伸波幅
47.09%，實際槓桿6.51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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窩輪紅籌國企 張怡

股份
雷蛇(1337)
微盟集團(2013)
中國中冶(1618)

昨收報(元)
2.03
11.54
2.23

目標價(元)
2.40
16.00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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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積金制度穩健發展 回報名列世界前茅
積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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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積金制度在
香港已實施超過
20年，一直穩步
發展，即使去年
全球和香港經濟
活動受新冠疫情

影響，強積金的表現相較世界各地
的退休金制度，亦表現優異。經濟
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於6月初發
表 2021 年退休金報告《Pension
Funds in Figures》，提供涵蓋48個
OECD及非OECD經濟體2020年度
的退休金初步統計數據。在投資回

報方面，香港的強積金制度在2020
年錄得12.4%已扣除通脹的實質回
報，在各經濟體中名列第一。

年率化回報為4.9%跑贏通脹
根據積金局2021年3月號的《強

制性公積金計劃統計摘要》(《統計
摘要》)，截至2021年3月底，強積
金總資產達11,700億元，當中超過
4,200億元為扣除收費後的淨投資回
報，而扣除收費和開支後的年率化
回報為4.9%，高於同期1.8%的通脹
率。以年率化回報計算，各類強積

金基金均錄得正回報。
另外，《統計摘要》亦顯示，在

2021年第一季，強積金已收供款共
213.11億元，以季度計算，流入強
積金計劃的供款屬歷年之冠。其
中，可扣稅自願性供款共12.06億
元，較2020年第一季增長28%。在
2020-21年度，可扣稅自願性供款共
22.14億元，較對上一個年度增加
5.08億元，增幅達30%，可見更多計
劃成員以可扣稅自願性供款壯大退休
資產，為退休生活帶來額外保障。
上述數字說明，強積金發揮了長

時間投資滾存、累積增值的效果，
達到制度設立原意。而計劃成員須
謹記強積金的投資回報與其投資決
定息息相關，亦與有否積極管理及
投資年份長短有關。強積金投資期
動輒長達數十年，期間無可避免會
遇上市況波動，切勿嘗試捕捉短期
市場走勢，計劃成員應定期檢視投
資表現，因應自己人生階段的需要
及承受風險能力，適時調整投資策
略。計劃成員亦應善
用受託人的電子工
具，更輕鬆方便地管
理強積金。 (熱線：
2918 0102， 網 頁 :
www.mpfa.org.hk)

專欄積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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