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滙控6日升11%逼兩年高位
美聯儲官員估今年加息4次 金融股受惠

美國通脹數據高居不下，聯儲局有多

名「鴿派」官員都紛紛「轉軚」，呼籲

當局加息以遏制高通脹，富國、高盛、德銀、

摩通都料聯儲局今年將加息4次。雖然加息不

利股市表現，對科技股尤為不利，但卻利好金

融股，滙控(0005)再升1.7%，收報54.55元，

見逾22個月新高，締造六連升，其間已累升

11.3%，由年初至今更累漲16.3%。大行看好

滙控後市，當中美銀再上調其目標價，由57.88

元升至61.9元，是本月內的第二次。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美國新公布的去年12月份通脹較前年同
期急升7%，為近40年來最高水平，

美聯儲決策者紛紛表態應更早採取行動，支
持今年3月就加息。隨着美國3月加息幾成
定局，包括美聯儲理事布雷納德在內的多位
決策者也暗示，他們希望今年開始縮減美聯
儲8萬億美元的資產負債表。芝加哥聯儲總
裁埃文斯亦表示，決策者最近預期2022年
將加息三次、每次25個基點，這是「一個
很好的開局」，他並補充，「如果數據沒有
足夠快的改善，可能會有4次加息。」

渣打中銀齊升見7個月高位
美國加快「收水」的消息雖然不利股市，

尤其是無盈利且又借債多多的高科技企業，
但加息卻有利傳統銀行股增加收入，故此刺
激傳統金融股如滙豐連升6日，滙控昨再升
1.678%，收報54.55元，見逾22個月新高，
6日累升11.3%，由年初至今該股更累漲
16.3%。昨日同樣6連升的還有渣打(2888)，
昨日曾高見54.45元，見7個月高，全日升
2.16%以近最高位的 54.4 元報收。中銀
(2388)亦升1.571%，收報29.1元，同見逾7
個月高。大新銀行(2356)升3.324%亦連升6
日。
美銀指出，滙控在去年第三季，共持有

1,340億美元的普通股一級資產，比率為
15.9%，增長來自存款利差、抵押及貿易融
資所帶動，料將消耗有限的風險加權資產，
令該行資金維持充裕。美銀又認為，滙控資
本配置克制，有助未來估值獲重新評級，重
申對其「買入」的評級，目標價由57.88元
升至61.9元，為本月內第二次上調目標，潛
在升幅逾13%。美銀續強調，滙控預計每年
進行30億美元的回購，也是帶動目標價上
升的一個關鍵因素。

沈振盈：反彈不持久宜套現
不過，訊匯證券行政總裁沈振盈稱，今輪

銀行股的升勢，主要是市場借加息來炒作，
滙控的基本面並沒改變，在全球經濟下行、

借款人還款能力變差下，銀行壞賬情況可能
加劇，預計銀行股的反彈勢頭只會再延續多
一兩周，之後便會回調。沈振盈建議，持有
滙控的股民可趁反彈沽貨，換馬至估值較低
的科技股，他認為，隨着內地監管政策逐步
落實，阿里巴巴(9988)股價或已見底，上升
空間充足。
港股方面，聯儲局官員紛紛表態支持3月

加息，拖累區內股市，加上中國最高法院表
示，將加強「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案件
的審理力度，依法嚴懲強制「二選一」等行
為，消息使科技股有壓力。恒指回吐46
點，收報24,383點，成交僅1,201億元。全
周計，恒指累升逾889點，今年來就累升
986點。
科指收報5,769點，全日跌0.5%。重磅科

技股普遍下挫，美團(3690)挫2.48%，中國
信達(1359)及舜宇(2382)等，先後公布撤銷或
暫緩對重慶螞蟻消費金融的增資行動，阿里
巴巴要跌2.19%，中國信達挫近一成，舜宇
則彈1%。其餘騰訊(0700)跌0.379%，嗶哩
嗶哩(9626)跌5.763%。

郭思治：大市技術走勢向上
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副主席郭思治認為，

港股受一眾新經濟股全面低開所累，雖市勢
仍續見反覆，但相對本月恒指暫時由6日之
低位22,709點升至前日（13日）早市之高
位24,561點，目前大市該屬緊扣高台而不下
之格局。他指出，從技術上，上升步伐確略
偏促，故高台稍見回吐乃正常現象，換言
之，只要恒指能續穩站於50天線，即約在
24,015點；10天線，約在23,660點及20天
線，約在23,395點之上，即整個大市技術上
仍處於續往上尋頂之形態中。
耀才研究部團隊則指出，技術走勢來看，

恒指近日高見24,500點水平，以去年12月
以及今年1月約22,700點形成小雙底的格局
後，指數大致已完成量度升幅。指數目前偏
離10天線1,000點之差，需率先回試50天線
即24,034點支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澳門政府
昨公布修訂《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法律制
度》草案，訂明賭牌批給量最多6個，批給
年期不多於10年，在例外情況下可延長最多
3年，又明文禁止轉批給(俗稱「副牌」），
政府亦不會派代表進入博企董事局。法案還
制定娛樂場、博彩機及博彩桌的審批規範，
以規範幸運博彩的經營規模。

消息早已消化 濠賭股轉跌為升
由於昨日較早時間已傳出相關修訂傳聞，
濠賭股普遍於午後轉跌為升，金沙（1928）
勁升7.1%，收報18.32元，永利（1128）升
4.6%，收報6.55元；銀娛（0027）升3.4%，
收報42.05元；澳博（0880）亦升3.8%。

不會派官員進入博企董事局
市場分析認為，由於當局指賭牌批給數量
最多6個，故相信現時「三主三副」的博企
均可順利過渡，且政府明言不派官員進入博
企董事局，也不限制派息水平，可讓市場對
當局會過分監管的陰霾消除。不過，當局提
到賭枱將會全新分配，或是未來的不明朗因
素之一；同時，修訂法例亦要求牌主日後經
營衛星賭場時，有關衛星賭場都要設在博企
旗下的物業內，惟未有公布牌主需要擁有該

物業至哪個水平，料有關細節仍有待於澳門
立法會處理。
澳門政府指出，相關立法工作未必能在今

年6月底前完成，現時3主3副共6張賭牌的
期限或需要先進一步延長。並指，法案制定
娛樂場、博彩機及博彩桌的審批規範。加強
對承批公司、參與博彩業活動人士及公司的
資格審查和監管機制，包括明確受審查對象
範圍，訂定審查適當資格標準，以及不具備
適當資格後果，藉此強化政府監管。
根據草案，調升承批公司的資本金額至50

億澳門元，以確保幸運博彩的承批人具備足
夠的財力。提升由澳門特區永久性居民出任
的常務董事的佔股比例至15%，並限制承批

公司或其屬控權股東公司的上市流通股比
例，使承批公司的業務與澳門建立更穩定聯
繫。訂定承批公司在經營幸運博彩時須履行
各項義務，並設立相應處罰制度。訂定承批
公司須承擔社會責任。
現時設於非承批公司不動產內的娛樂場訂

定過渡規定，使再次取得幸運博彩經營權的
現有承批公司可在3年期間內處理該等娛樂
場事宜，以符合法案有關娛樂場須設屬承批
公司所有不動產內規定。
為配合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批給公開競投

程序的有序開展，法案建議，自公布翌日起
生效，但有關調升公司資本額及常務董事佔
股比例等條文，則不適用於現有承批公司。

◆ 澳門特區行
政 會 昨 講 解
《娛樂場幸運
博彩經營法律
制度》法律草
案情況。

中通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內
地企業AI解決方案提供商創新奇智
（2121）下周一至下周四公開招股，
發行逾4,474萬股，其中約10%在香
港公開發售，招股價介乎每股26.3元
至27.3元，集資最多逾12.2億元。以
一手100股計算，入場費約為2,757.5
元。創新奇智將在1月27日掛牌。瑞
銀集團、中金公司與華興資本為聯席
保薦人。
創新奇智執行董事兼首席執行官徐

輝昨表示，內地的製造業有着近萬億
級的AI藍海市場，而創新奇智已經
在這條賽道上佔據了先發優勢，未來
將持續地拓展和豐富解決方案、提升
商業化的能力、拓寬優質客戶的基礎
數量，同時也會開放尋求戰略合作和
併購，保持有機增長和非有機增長的
平衡發展。
公司集資所得中，約45%將用於提

升公司的研發能力；約25%將用於提
升公司的商業化能力；約10%將用於
潛在戰略投資與收購；約10%將用於
加強公司的內部系統，及升級公司的
信息基礎設施；約10%將用作營運資
本及一般公司用途。

德盈控股一手中籤率30%
另外，德盈控股（2250）公布招股
結果，該股公開發售部分，錄得超額
認購約6.31倍，一手中籤率30%，抽
20手（20,000股）方可穩獲一手。德
盈控股以每股2.05元定價，為招股價
範圍2.05元至3.45元的下限，集資淨
額約為2.068億元。
暗盤價方面，據輝立交易場的數據
顯示，德盈控股昨開報2.38元，高低
位分別是3.2元與2.18元。該股昨收
報2.27元，升0.22元或10.73%，以
一手1,000股計算，投資者一手賬面
獲利220元（不計手續費）。

中概股知乎擬港第二上市
另一方面，消息指內地問答平台知

乎，計劃來香港作第二上市，預計集
資3億美元（約23.4億港元）。知乎
於2021年3月在美國上市，但上市以
來，股價累計大跌逾四成。知乎在上
月還因涉及多次出現法律法規禁止發
表或者傳輸的資訊等問題，被北京市
網信辦約談，責令其整改並嚴肅處理
相關責任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多家投資者突
退出螞蟻消費金融的增資擴股交易，消息再讓
市場擔心進一步拖延螞蟻上市日期，螞蟻消金
昨日則回應稱，將盡快確定新增資方案，確保
落實整改。繼中國信達（1359）前晚突公告表
示不參與螞蟻消金的增資後，舜宇光學
（2382）昨亦公布，將暫緩認購螞蟻消費金融
6%股權的交易。
消息也拖累中國信達昨大跌9.87%，收報1.37

元；阿里巴巴（9988）亦跌2.19%，收報129.3
元。舜宇光學（2382）則升1.01%，收報219.8
元。
中國信達表示，經進一步商業上審慎考慮，

擬不參與螞蟻消金本次股權認購。中國信達上
月公布擬斥資60億元人民幣入股螞蟻消金，按
螞蟻消金的擴股方案，其旗下南洋商業銀行增
資前持有的15%股權則縮水至擴股後4.003%，
但連同中國信達是次增資，中國信達最終將合
計持有螞蟻消費金融24.003%股份權益，僅次於
螞蟻集團。

舜宇光學：螞蟻暫緩計劃
其他計劃參與增資的股東昨日亦陸續公告，

暫緩增資交易。其中，舜宇光學表示，收到螞
蟻通知，若干認購人退出股權認購協議，螞蟻
決定暫緩增資計劃；公司將在螞蟻提出經修訂
增資方案，以及公司對該方案進行進一步評估
後，另行刊發公告。舜宇光學上月公布，計劃
斥資18億元入股螞蟻消費金融成為第三大股
東。
另外，A股魚躍醫療亦在深交所公告指暫緩對

螞蟻消金增資。公司表示收到螞蟻消金通知，
指中國信達決定不參與今次增資，增資方案尚
需進一步調整，因此與其他合作方協商一致，
暫緩增資相關事項，待螞蟻方面更新增資方案
後，重新評估相關投資事宜。此外，螞蟻原股
東千方科技在上月亦表示，放棄對螞蟻消金增
資優先認繳出資權。

螞蟻消金：將確保整改到位
螞蟻消金昨日隨後回應稱，尊重投資者的商
業決策，將在監管部門指導下，積極和各方投
資人共同磋商，繼續按照市場化原則盡快確定
新的增資方案，確保消費信貸業務整改落實到
位。
據路透社引述AMC（資產管理公司）人士分

析稱，中國信達此次退出，或因監管部門近年
來要求資產管理公司「聚焦主業」，即處置不
良資產，「之後引入的重要新股東，應該不會
再是AMC，估計是其他相對強勢的國有金融機
構。」該人士並認為，未來新的增資方案中，
信達旗下南洋商業銀行或進一步跟進增資，
「畢竟AMC和商業銀行是不同的主體和牌
照」，且「參股螞蟻消金對金融機構而言還是
挺有吸引力的」。
根據螞蟻消金上月的增資擴股方案，涉資220

億元（人民幣，下同），除引入包括中國信達
及舜宇光學外，還包括網易（9999）旗下博冠
科技，以及重慶市國企渝富資本，將分別出資
18億元、13.2億元和7.8億元認購6%、4.4%及
2.6%股份權益。完成增資後，螞蟻消金的註冊
資本由80億元增加至300億元。

澳門最多發6賭牌 現博企料全過渡 AI企創新奇智入場費275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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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行予滙控評級及目標價
投行 評級 目標價(元)
美銀 買入 57.88→61.90

高盛 買入 61

摩通 增持 57→58

花旗 買入 53.60

瑞銀 買入 48.50→51.90

大摩 與大市同步 48→50.40

港股近期利好與利淡因素
利好
◆港股技術走勢轉好

◆「北水」淨流入有所回升

◆內地可能調降內房企業的壓力

◆加息有望帶動重磅銀行股向好

利淡
◆美國加息很可能提早至3月

◆本港疫情持續，防疫措施要「加時」

◆內地繼續強調行業監管

◆大行成交仍然低迷

◆美國加息如箭在弦，利好傳統金融股，滙控股價今年以來拾級而上。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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