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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
第三季短觀經濟擴散指數
九月份供應管理學會製造業指數

八月份建築開支
八月份工廠訂單

八月份貿易盈餘(歐元)
八月份貨物及勞務貿易赤字(美元)
九月份供應管理學會服務業指數
八月份貨物及勞務貿易盈餘(澳元)
八月份歐元區零售額#

截至前周六的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
八月份工業生產#

八月份入口物價指數#
八月份零售銷售#
九月份失業率

九月份非農業就業人數

預測
-

52.0
-0.2%
+0.4%

-
679萬
56.0
-
-

20.3萬
-
-
-

3.7%
25.0萬

上次
+9
52.8
-0.4%
-1.0%
54億
706萬
56.9

87.33億
-0.9%
19.3萬
-1.1%
+28.9%
-2.6%
3.7%
31.5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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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為何愛取奇葩名字
改個名字就漲停，此種現象恐怕只有在A

股才能夠見到。9月22日，A股上市公司科

融環境證券簡稱變更為「新動力」之後，其

股價也因此受到提振大幅拉升，開盤不久便

封板漲停獲20cm長陽（編按：指該股升幅

達20%漲停，令技術走勢圖出現大陽燭），

截至當日收盤，其股價刷新近半年以來新

高，令人「大跌眼鏡」。

宋清輝
著名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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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部分上市公司更名現象，筆
者認為這只是錦上添花行為，

要想真正改變公司的基本面，只有全
力以赴把公司經營好，才能夠被市場
投資者所認同，成為受尊重的公司。
縱觀整個A股市場，更名者中不乏

存在此前麻煩纏身或者業績不佳的情
況，更有甚者不少個股自上市以來經
歷過多次更名的經歷，實在令人匪夷

所思。

需警惕更名炒作行為
業務生變、重組成功、大股東易主

帶來主營變化的更名屬於正常，但有
一部分上市公司更名純碎是故意為
之，投資者需要對此保持警惕，以防
該公司借勢拉升二級市場股價後，為
公司股東高位套現提供方便。

需要指出的是，「提振股價」也是
不少上市公司更名的最重要意圖之
一，有評論指出，部分企業希望在股
價上有所作為的心情已經「溢於言
表」。有人認為，更名可能確實會吸
引不少游資的注意，短線股票可能會
有非常好的表現，但市場進化到這一
地步，從中長線來看，企業的市值不
會因為短期的更名而發生根本性的改
變，大多數投資者一般也不太會去參
與這類股票的短線炒作。
另外，一部分換成「高大上」名稱

的上市公司，也有出於市值管理的需
要，當然，擁有響亮的名稱，也等同
變相打了廣告，畢竟這類名稱比較吸
引眼球，易於傳播。但是，對於緊跟
行業熱點更名的，或是希望有政策溢
價，能以此體現自身公司在轉型升級
上的成效；另一方面，有政策溢價在
先，作為符合國家政策扶持的對象，
在資本市場也可能享受高溢價。

此外，觀察到有部分上市公司直接
把行業名稱作為公司的名字來使用的
現象，令市場投資者不解。筆者認
為，行業名稱雖然不適合直接作為證
券簡稱來使用，但歸根結底，恐怕也
是在市場炒作時，這類股票更容易被
選中作為指標股來炒作，其最終目的
還是為了迎合市場炒作，投資者也需
要予以重視。

經營好業務方為正道
當前，對於部分更名的上市公司，

短期內可能存在炒作情緒，這是內地
A股市場尚欠成熟和理性的一面。但
長遠來看，還是要考量公司的業績表
現等綜合因素，一些「金玉其外」的
上市公司，資本市場給出的市盈率等
估值，長遠來看也不會過高，對上市
公司來說，最終仍需要自身努力。
作者為著名經濟學家，著有《強國

提速》。本欄逢周一刊出

美元高位回落 金銀呈回穩傾向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 黃楚淇

投 資 理 財

申請新酒牌公告
好湯好麵銅鑼灣

現特通告：吳慧敏其地址為新
界屯門欣田邨喜田樓 16 樓 20
室，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香港
銅鑼灣嘉寧街9號地下B舖好湯
好麵銅鑼灣的新酒牌。凡反對
是項申請者，請於此公告刊登
之日起十四天內，將已簽署及
申明理由之反對書，寄交香港
灣仔軒尼詩道 225 號駱克道市
政大廈8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 2022年 10月 3日

今年以來聯儲
局已加息5次，
總幅度高達 3
厘，當局仍維持
鷹派立場並預期
將持續提高基準

利率。上一季環球投資市場表現
相當動盪，股市債市曾先升後大
跌，美國國債債息於跌市中節節
升溫，曾經突破十多年來的高
位。市場對通脹的憂慮及美聯儲
積極加息的恐慌主導避險情緒。
與此同時9月美元強勢向上突
破，一眾非美元資產，包括本港
股市則要大幅受壓。

短債收益有望抗通脹
隨着美元息口飆升，目前整體
美元投資級別企業債指標指數的
到期收益率高達4.9厘，已重返
2008年水平。雖然美國接二連
三的大幅度加息行動令債券市場
出現調整，但年期較短的企業債
一般對利率變化的敏感度低，債
價波幅小，有助投資者達成收益
及抗通脹需求。而由於短年期美
元投資級別債券收益率隨着短期
的美國國債利率同步上升，筆者
認為相當吸引。再加上環球債券
市場今年以來出現了前所未見的
大跌市，目前的短債收益率或為
投資者提供一個穩定投資且抗通
脹的機會。
大多數的央行正齊齊追隨聯儲
局加息，投資者要面對各地息口
急升下帶來的經濟衰退風險。未
來幾季可能將見環球消費需求下
降、企業經營成本升高、盈利能
力減弱、樓市放緩等現象，這對
股市或持續帶來下行壓力。雖然
今年大多股市跌幅高達兩成，於
加息陰霾下，仍未能輕言見底。
回顧歷史，貨幣市場及投資級別
債券等資產是對抗衰退風險升溫
時的較佳投資工具。因此筆者認
為，第四季繼續增持貨幣市場及
短年期美元投資級別債券，並偏
向部署較保守的傳統高息股票，
提高整體組合防守性乃是首要策
略。
（以上資料只供參考，並不構

成任何投資建議）

上周投資市場波動激烈，因投資者
擔心全球貨幣緊縮的步伐和英國迷你
預算的影響，雖然周五市場情緒平靜
下來，但預料動盪仍會持續。官方反
擊力度越來越大，特別是在亞洲，日
本、韓國、印度和印尼一直在不同程
度地干預金融市場，以支持其本國貨
幣和資產價格。此前日本政府出售美
元以支撐日圓，為數十年來首見，之
後在近日大致窄幅爭持於144區間。
本周五美國將公布非農就業數據，或
有機會左右美聯儲的加息路徑。過去
的就業數據表明，儘管有幾次大規模
的加息，但經濟仍在蓬勃發展。如果
9月就業報告依然亮麗，可能為美聯
儲更偏鷹派提供依據；反之，就業增
長迅速惡化的跡象可能會加劇市場擔

憂，即美聯儲積極的緊縮政策正在將
經濟推向衰退。目前市場預測9月就
業人數為增加25萬。

金價關鍵位看1687美元
倫敦黃金上周暫緩了過去一個多月

以來的跌勢，在周三觸低至1,613.60
美元後，則見拾級回升，至周五尾盤
見約1,660水平附近，最高曾反彈至
1,675美元，因美元從近期高位回落，
不過，金價仍錄得去年3月以來最差
的季度表現，跌幅8%；這也是金價
連續第六個月下跌，是四年來最長的
月度連跌。
技術圖表所見，RSI及隨機指數已

自超賣區域回升，MACD指標亦剛上
破訊號線，示意着金價的回穩傾向。
而當前關注為下降趨向線 1,687 美
元，一方面為25天平均線位置，一方
面亦是延伸自8月的下降趨向線，若

後市可跨過此區，
料金價將見升勢加
劇。以最近一輪累
計 跌 幅 計 算 ，
23.6%及 38.2%的
反彈幅度為1,660
及1,688美元，擴
展至50%及61.8%
則為1,711及1,735
美元。下方支持會
關 注 1,640 及
1,615；下一級支
撐參考1,600美元
以至1,558美元。
倫 敦 白 銀 方

面，圖表見RSI及隨機指數仍作上
揚，預示着銀價有延伸走高的傾向。
上方將矚目於下降趨向線阻力19.47，
若然後市破位將扭轉自4月中旬以來
的下跌走勢，延伸上試目標估計為

20美元關口及25周平均線20.63，關
鍵阻力料為 200 天平均線 21.95 美
元。下方支持將回看18.70及18.45美
元，較大支撐料為17.90以至9月1日
低位17.53美元。

內地網絡

遊戲由於受

到政策監管、版號

限制以及消費疲軟

等多方因素影響下

增長放緩，有消息

指，騰訊（0700）

正 在 調 整 併 購 戰

略，將更多精力放

在收購海外遊戲公

司股權，以抵消內

地增長放緩對業務

的影響。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考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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騰訊併購焦點擬轉至海外遊戲企業
多年來，騰訊投資了數百家有發展前途的

企業，主要是在內地市場。騰訊通常收
購少數股權，並作為一個被動的金融投資者繼
續投資。不過，路透社引述四位知情人士稱，
該公司現在正積極尋求擁有海外目標的多數股
權甚至控股權，特別是歐洲的遊戲資產。該公
司希望通過全球市場實現未來增長，這就需要
擁有由排行榜冠軍遊戲資產組成的強大投資組
合。
報道引述其中一位消息人士和另一位直接了

解情況的消息人士表示，除了核心遊戲領域，
騰訊還在尋求收購全球資產，特別是在歐洲、
與元宇宙有關的資產。騰訊則對路透表示，早
在內地出台新規之前該公司就已經在國外投資
了很長時間，公司尋找擁有優秀管理團隊的創
新公司，並給他們提供獨立發展的空間。
另外，騰訊也可能持續擴大對東南亞的投

資，因為該地區擁有6.5億人口，若發展成功，
有望再次複製中國互聯網的繁榮。目前騰訊已
在新加坡建立了東南亞區域中心，負責其國際
遊戲發行業務。騰訊首席戰略官James Mitchell

在8月曾表示，該公司將繼續積極收購海外新
遊戲工作室。

持續回購 年內涉資205億
此外，騰訊正在進行其史上最密集而且最大

手筆的股份回購。截至9月30日，騰訊已連續
30個交易日回購股份，年內耗資約205.7億元，
遠超去年全年水平。惟目前來看，此番回購對
提振股價的作用或有限。據路透匯總數據顯
示，除業績披露前的靜默期外，騰訊年內回購
步伐幾乎未曾停下，回購次數高達67次，回購
股數約為6,144.4萬股。從金額來看，1月騰訊
在11次回購操作中的平均每次耗資為2億元；3
至7月期間該金額已增至3億元。
騰訊最近一次自8月19日開始的回購，平均

每次回購金額進一步擴大至3.5億元，單日回購
股數均超100萬股。9月以來，騰訊已累計回購
約74億元股票。不過，浙江大學國際聯合商學
院數字經濟與金融創新研究中心聯席主任盤和
林認為，當前騰訊回購的同時，前幾個月騰訊
大股東也在減持，所以騰訊是通過回購來承接

沽盤。
而且，騰訊的股價過去一個月累計下跌近兩

成，今年以來已經累挫39.9%。隨着股價持續
下行，騰訊回購平均每股價格也從1月的454.55
元下降至9月的295.44元。

騰訊管理層在此前業績會曾表示，當前騰訊
的股價和投資組合價值被「嚴重低估」；從目
前的自由現金流以及上市和非上市公司投資來
看，公司有足夠的彈藥繼續以「激進的速度」
進行派息和回購。

◆ 外電引述知情人士
稱，騰訊正積極尋求擁
有海外遊戲資產的企業
多數股權甚至控股權，
以擴大遊戲組合。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