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元續呈回調 支撐金價走穩

微博個人公眾號「美一好」14日發布
《訃告 | 我們的「萌劍客」走了》，

指「2021年8月12日下午2時，上善若水
投資管理公司創始人、意統天下餐飲管理
公司創始人、美一好品牌管理公司創始人
林文欽先生（暱稱「萌劍客」），駕駛蔚
來ES8汽車啟用自動駕駛功能（NOP領航
狀態）後，在瀋海高速涵江段發生交通事
故，不幸逝世，終年31歲。」林文欽出事
的瀋海高速涵江段位處福建，蔚來廈門區
域公司總經理張波昨日表示，對林先生的
罹難致以沉痛悼念，正配合當地交警等有
關部門進行事故調查。

蔚來：沒提供「自動駕駛」服務
針對這起事故，蔚來品牌部人士對內媒

表示，「NOP」（Navigate on Pilot）是

「領航輔助」不是「自動駕駛」，可以確
定是蔚來沒有提供「自動駕駛」服務，後
續有調查結果會向外界同步信息。
據悉，ES8是蔚來的第一款量產銷售車

型，也是目前的旗艦車型，採用純電動驅
動，官方指導價為46.80至62.40萬元（人
民幣，下同）。NIO Pilot自動輔助駕駛系
統為選裝配置，為蔚來自主研發系統，有
精選包和全配包兩種，價格分別為1.5萬
元、3.9萬元。
今年初美國電動車特斯拉因「剎車門」

事件後，國產新能源汽車迎來小高潮，加
上多家內地企業測試自動駕駛，令內地許
多相關概念個股持續熱炒。
英大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大霄昨表示，

受到林文欽車禍事故消息影響，估值已出
現過高的A股自動駕駛板塊，今日可能借

勢調整。投資者一直追逐無人駕駛等高科
技和新能源概念的汽車股，經過多輪暴炒
後整個板塊估值過高，此次安全事故帶來
一些不利影響，在目前A股市場處於調整
的背景下，投資者應該對這一板塊保持謹
慎。

概念股持續暴炒 許多累漲數倍
此前，受自動駕駛概念的炒作，許多相

關概念個股持續暴漲，今年以來新能源車
巨頭比亞迪大漲了54.41%，潤和軟件暴漲
250.77%，小康股份漲245.49%。早在2018
年年底以來，無人駕駛板塊就在炒作資金
的推動下，出現一大漲暴漲行情。據Wind
數據，無人駕駛板塊指數自最低的1,963點
附近上漲至目前3,720點，整個板塊的累計
漲幅接近1倍，許多個股上漲好幾倍。

記者在A股市場看到，比亞迪動態市盈
率已高達904倍，潤和軟件動態市盈率也達
到252.5倍，小康股份一季度更是虧損5.32
億元，北汽藍谷一季度虧損更多，達到
8.53億元。星網宇達動態市盈率相對低一
些，但也有80.8倍。
總體來看，新能源和自動駕駛板塊汽車

個股估值明顯偏高。
有汽車業人指出，目前自動駕駛技術並

不成熟，按照美國汽車工程學會的等級分
類，自動駕駛分為L1-L5在內的5個等級，
惟部分車企對自動駕駛級別限定或自動駕
駛概念棌用模糊的字眼，某種程度上，會
讓車主忽視相關風險。認為在技術成熟之
前市場不應過多地宣傳，「安全十分重
要，否則由於安全事故將令自動駕駛離人
們越來越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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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文欽是一位年輕有
為的企業家，而且長相
帥氣，他因車禍突然離
世讓人感到惋惜。
據資料顯示，林文欽

生於1990年，是上善
若水投資管理公司創始
人、意統天下餐飲管理
公司創始人、美一好品
牌管理公司創始人。
作為多家餐飲公司

的創始人，林文欽先
後創立了「意淇港式
下午茶」、「大喜麻
辣 拌 」 、 「 鍋 聚
俠」、「甲如花甲
粉」等多個知名餐飲
連鎖品牌，全國加盟
店超500家。
微博個人公眾號「美

一好」14日發布的訃
告指，他（林文欽）曾
說過，一路努力前
行，不是為了改變世
界，而是不被世界改
變。作為餐飲從業
者，要守住那顆為食
客創造溫暖和喜悅的初
心。訃文稱，「如今，
世間再無『萌劍客』。
我們永遠想念他，要繼
續努力實現他未完成的
夢想。」

本周數據公布時間及預測(8月16日-20日)

日期
16
17

18

19

20

國家

美國

日本
歐盟
英國

美國
澳洲
美國

德國
英國

香港時間

8:30 PM
9:15 PM

10:00 PM
7:50 AM
6:00 PM
4:30 PM

8:30 PM
9:30 AM
8:30 PM
10:00 PM
3:00 PM
5:30 PM

報告
無重要數據公布
七月份零售額
七月份工業生產
七月份設備使用率
六月份商業存貨
七月份貿易盈餘 (日圓)
七月份歐元區協調化消費物價指數# (修訂)
七月份消費物價指數#
七月份生產物價指數 (輸出) #
七月份建屋動工 (單位)
七月份失業率
截至前周六的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
七月份領先指標
七月份生產物價指數#
七月份零售額#
七月份公共財政赤字(英鎊)

預測

- 0.2%
+ 0.5%
75.7
+ 0.8%

-
+ 2.2%

-
-

161.0 萬
-

37.0 萬
+ 0.8%

-
-
-

上次

+ 0.6%
+ 0.4%
75.4

+ 0.5%
3831.8 億
+ 1.9%
+ 2.5%
+ 4.3%
164.3 萬
4.9%
37.5 萬
+ 0.7%
+ 8.5%
+ 7.4%
199.72 億

註： #代表增長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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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需要媒體公平公正的評論

我曾經就被自
媒體的標題

「震驚」過，刷
手機時突然看到
「A股迎來驚天
利空」「A股突
然迎來利好」等
標題，納悶似乎
並沒有利空利好
的同時點開標
題，彈出來的是

炒股軟件介紹。當今網絡運營商深知，想
留住用戶的瀏覽時間，就必須抓住用戶偏
好，信息海量年代中，運營商做的不是把
值得看的新聞推薦給用戶，而是讓用戶看
到傾向自身觀點的文章，即具備「揭露」
「曝光」「黑幕」等元素的內容。

媒體干擾股市問題突出
這也導致某些新聞報道頗具BBC新聞的

味道，即先做定論，然後尋找或編造可以
佐證的論據，報道不客觀、不公正、不嚴
謹，打着「心繫蒼生」的旗號，肆意捏
造、妄加評論，看似言之有理卻不合邏
輯。但就是這樣的文章，其義憤填膺的態
度更容易令讀者共鳴，更容易激起網友群

憤，所以當文章成為爆款之時，上市公司
便躺槍了。躺槍可謂無妄之災，上市公司
的運作和經營會受到嚴重影響，而這種影
響又會反映到基本面上，基本面上的不佳
又會再度影響股價，隨之長期惡性循環來
襲。
想讓一部分媒體不干擾股市，唯一的

解決辦法就是把所有媒體新聞都屏蔽
掉，但此舉無異於因噎廢食，因為即使
多位讀者看同一篇新聞報道和專家分
析，他們得出的結論和想法也會千奇百
怪，根據新聞報道作出的決定也會有所
不同。
因此無論新聞報道怎麼寫，只要有讀

者就會有人聯想到A股，這就好像三胎
政策出台的新聞完全沒有提到股市，但
有着投資意識的股民連夜布局三胎概
念，相關概念短線受到刺激，結合實際
還可以發現許多和股市看似無關的新聞
都影響到了股市，例如某企業造車的新
聞推動新能源汽車產業概念股的走高，
某電影的票房增多帶動了電影院板塊和
文創產業的走高，質量問題被曝光使得
相關產業公司股價大幅滑坡，可見能干
預股市新聞的並不一定是證券新聞，只
要是新聞，就有可能直接或間接影響到A

股。

媒體之於A股的重要性
對受眾而言，新聞媒體通常會發揮兩種

作用，一種是上述提到的知情權，另一種
則是行使新聞監督的權利。所謂新聞監
督，放在A股市場，就是媒體針對股市中
存在的各種不良問題，通過發布新聞來揭
露並批評，懲惡揚善，最終達到淨化資本
市場的目的。這種新聞監督，可以是監督
上市公司，也可以是監督監管機構，還可
以是監督券商、投資者等，新聞媒體的及
時干預，阻斷違法違規行為，保障投資者
的權益，這種干預是值得鼓勵的。
在遵守法律、遵守道德的前提下，媒體們

有權利也有義務守護受眾們的知情權。既然
是知情權，那麼就必須是客觀、公正、事實
存在、值得推敲的真實內容，否則就成為一
部分媒體或者自媒體打着「知情權」的名義，
做着干預市場生態的事情。
或許多整頓、嚴格准入要求，新聞媒體在

A股的新聞報道方面，才能夠更到位。這種
到位「干預」，或許會很有利於股市長遠健
康發展，並令來之不易的市場生態變得更好。
作者為著名經濟學家宋清輝，著有《床

頭經濟學》。本欄逢周一刊出

當今世界的進步，有一部分很大程度上是由新聞媒體來推動的。這些堅守新聞信

念的新聞媒體通過客觀事實、字斟句酌的公正報道，推動着社會向前進步發展。但

與此同時，亦有一小部分為了流量的自媒體捕風捉影、不講「武德」。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 黃楚淇

上周公布的數據顯示，美國7月消費者
物價指數(CPI)雖然按年來看仍處於13年高
位，但增速減緩，這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
美聯儲放慢購債步伐的壓力。美元指數此
前穩步上揚，觸及 4 月 1 日以來最高
93.20，接近年內高位，但在美國通脹數據
公布後，出現了一些獲利了結。
美聯儲本周三將公布7月27-28日政策會議

記錄。美國7月就業崗位增
幅創近一年最多，促使一些
政策制定者加緊談論比預期
更早開始縮減購債的議題；
但並不是所有決策者都同
意，最新會議記錄或會反映
出美國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
(FOMC)內部對縮減購債的時
間存在分歧。
倫敦黃金上周逐級回
升，至周五迫近1,780美元
水平，此前一項調查顯
示，8月初美國消費者信心
驟降，緩解了投資者對美
聯儲提前縮減資產購買計
劃的擔憂。在周一曾觸及
1,684 美元的逾四個月低
位，當時市場擔心，在強
勁的就業報告後，美聯儲
或將開始削減經濟支持。
技術走勢而言，隨着金價
上周回穩，而圖表見RSI

及隨機指數亦已相應上行，預料短期金價
走勢仍會傾向繼續靠穩，當前上望阻力先
會看至1,795美元，此區為25天平均線位
置，可視為是近幾個月以來金價強弱的重
要分水嶺。較大阻力則預估在1,805美元
及100天平均線1,813美元。
至於支持位將回看1,750美元及1,740美

元，較大支撐則指向1,716美元。另外，
亦要留意3月8日低位1,676.10、3月30日
低位1,678.40、3月31日低位1,677.60，故
此，可視1,676美元的相若水平將是非常
關鍵的支撐。

企業家車禍去世 A股自動駕駛概念股或借勢調整
內地年輕企業家林文欽上周四（12

日）在瀋海高速涵江段發生交通事故去

世，年僅31歲。由於他出事時正駕駛

蔚來ES8並啟用了「自動駕駛」功能，

目前當地交警等有關部門正就事故作調

查，結果有待當局公布。不過，市場關

注事故對A股自動駕駛概念股的影響，

估值本來已高的A股自動駕駛板塊今日

或會借勢調整。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 ●ES8是蔚來的第一款量產銷售車型，也是目前的旗艦車型，採用純電動驅
動。 資料圖片

今年以來部分A股自動駕駛和
新能源汽車個股表現

公司名稱 上周五收報（人民幣元） 今年以來變幅

比亞迪 300.02 +54.41%

北汽藍谷 12.76 +4.09%

潤和軟件 34.34 +250.77%

小康股份 59.01 +245.49%

星網宇達 37.32 -13.57%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昌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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