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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昨癸卯兔年首日高開高

收創雙紅盤，恒指收升522點

或 2.4%，收報 22,566 點見 11

個月新高。港交所昨日亦自新

冠疫情爆發3年來，首度復辦

新春開市儀式，敲響大銅鑼。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開市儀式

上表示，深信今年港股一定

「兔氣揚眉、兔躍如飛」。港

交所主席史美倫亦期望，兔年

敲鑼儀式可為香港經濟復甦

「加油」、「打氣」，並打響

香港重新出發的信號。

兔年雙紅盤 港股升522點

1月20日
虎年收報22,044點

昨收報
22,566點
↑2.4%

昨低見
22,329點

恒指兔年首個交易日升逾2%

1月26日1月20日

港股「兔」氣揚眉
上半年料見二萬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港股於昨
日2023癸卯兔年啟市日「兔」氣揚眉，承
接虎年最後一個交易日的高開高收，兔年
贏得開門紅。恒指於兔年首個交易日紅盤
高收522點或2.37%，報22,566點， 見近
11個月新高，大市成交逾1,195億元；國指
收報7,706點，升223點或2.98%；科指收
報4,763點，升194點或4.26%。

科技股領升 騰訊重上400元
昨日多隻新經濟股表現亮麗，其中有汽

車設計圖流出的小米（1810），全日大升
12.48%，收報13.34元，是昨日表現最好的
藍籌股；騰訊（0700）重上400元關口，升
3.82%，收報406.8元；阿里巴巴（9988）
收報117.5元，升1.03%；美團（3690）收
報172.4元，升2.56%；京東集團（9618）
收報245.4元，升2.76%。
另外，昨日汽車股亦備受資金追捧，其

中理想汽車（2015）及蔚來（9866）分別
大升逾12%；至於吉利汽車（0175）與比
亞迪股份（1211）則雙雙升逾6%。

雙春兼閏月宜嫁娶利黃金股
對於兔年大市走勢，金利豐證券研究部

執行董事黃德几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表示，踏入癸卯兔年，利好港股的正面因
素仍然持續，包括內地經濟復常，香港與
內地開展首階段免檢疫通關，以及美聯儲
有望持續放緩加息步伐，因此他預計港股
將可維持強勢，今年上半年恒指目標見
25,000點。
板塊方面，黃德几認為隨着內地經濟復

常，旅遊出行需求大增，因此看好與出行
相關股份與濠賭股。此外，由於癸卯兔年
是「雙春兼閏月」，傳統上適宜嫁娶，支

持對金飾的需求，因此他亦看好金飾零售
相關股份。

內地復常 看好內需及港零售
駿達資產管理投資策略總監熊麗萍昨則

表示，內地經濟復常，以及美聯儲放緩加
息步伐，美元弱勢，有利資金回流亞洲，
都有助港股表現良好，她預計今年恒指或
可高見25,000點。板塊方面，她表示看好
內地的科網股、內需股，以及香港的收租
股及零售消費股。

◆ 恒指於兔年
首個交易日贏得
開門紅，升522
點，見近11個
月新高。

中通社

馮孝忠：美再加息0.25厘料停步

◀ 港交所昨日自新冠疫情爆發3年來，首度復辦新春開市儀
式。圖為史美倫（左四）及陳茂波（右三）敲響大銅鑼。

▲陳茂波表示，深信今年港股一定「兔氣揚眉、兔躍如飛」，
跳上新台階，踏上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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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健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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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肖(年份)
兔(2023)

虎(2022)

牛(2021)

鼠(2020)

豬(2019)

狗(2018)

雞(2017)

猴(2016)

羊(2015)

馬(2014)

蛇(2013)

龍(2012)

兔(2011)

首日收
22,566點

24,573點

30,746點

27,160點

27,946點

30,873點

23,318點

18,545點

24,836點

21,397點

23,413點

20,439點

23,553點

首日升跌
↑522點

↑771點

↑573點

↓789點

↓44點

↓241點

↓42點

↓742點

↑4點

↓637點

↑198點

↑329點

↓355點

當年變化
-

↓7.38%

↓21.1%

↑7.96%

↓0.14%

↓10.04%

↑33.44%

↑21.11%

↓22.33%

↑12.7%

↓5.1%

↑15.4%

↓15.9%

陳茂波昨在港股兔年開市儀
式上表示，深信今年港股

一定「兔氣揚眉、兔躍如飛」，
跳上新台階，踏上新水平。他預
期，今年新股市場會較去年好，
而「利率互換通」、人民幣及港
幣雙櫃台交易模式等措施，以及
讓在港上市的國際公司納入「南
向通」標的範圍，料會於上半年
陸續推出。

港上市平台競爭力將優化
他提到，2月份行政長官將率
團出訪中東，是近年較大型的政
府代表團，當中考慮到現時地緣
政局中，中東擁雄厚資金，且有
興趣作分散投資，尤其是在大中
華及大灣區，是本港極佳的互惠
合作機會。「在『一國兩制』
下，香港匯聚國際及中國優勢，
國際優勢是資金及人才、中國優
勢是市場規模及愈來愈多的資
金，故香港要繼續提升金融服務
平台。」他相信，港交所未來的
上市平台競爭力會不斷優化，包
括推出特專科技公司的上市制
度，以及正研究激活GEM板，
幫助初創及中小企融資。
陳茂波預計，今年香港的市道
及經濟都會較去年好，同時政府
將全力以赴推廣香港，政府官員
會增加外訪，多向外界介紹香港
的優勢及機遇，說好香港故事。
他透露，未來會舉辦更多的大型
活動及會議，邀請不同國際朋友
來港，親身考察香港的機遇及蓬

勃的市道，故他對今年充滿期待
和信心。
提到外訪，近年多次出訪的史

美倫表示，一直有向海外投資者
及國際企業，介紹「互聯互通」
這個重要的機制，而有關機制在
去年更取得重大突破，包括將外
國公司納入互聯互通範圍，以及
推出「互換通」等，獲得了非常
好的市場反應，有助鞏固本港作
為「內地與國際橋樑」的地位。

史美倫：大力推動綠色金融
她提到，上周與港交所團隊在

達沃斯出席世界金融論壇，向外
界介紹香港市場的優勢、說好香
港故事，港交所一直發揮着連接
世界、連接內地，以及連繫企業
及投資者的重要角色。「未來在
復常的道路上，港交所還會推動
許多工作，繼續對外介紹香
港。」她指，去年底，該所在美
國紐約已開設了辦事處，歐洲辦
事處亦正在籌備中，將有助於推
進向世界招商的工作。
說到未來的工作方面，史美

倫指出，未來會大力推動綠色
金融的發展，以及本港企業的
環境、社會及管治（ESG）水
平，去年推出的碳交易平台已
有一個好的開始，她期望能吸
引更多企業和業界參與。同
時，港交所會繼續支持企業做
好ESG的工作，以及做好市場
教育，務求達至「低碳」，甚
至「碳淨零」的轉型。

◆歐冠昇（右）
指，下月將隨行
政長官出訪中
東，對外宣傳香
港的投資機遇。
旁為史美倫。

香港文匯報
記者郭木又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港交所行政總裁歐冠
昇昨出席新春開市儀式後表示，市場對世界重新開放
經濟、特別是中國經濟的復甦，有相當樂觀的情緒。
這便使得今年港股開局強勁，現貨的交投平均較去年
高出20%；衍生產品市場的平均交易量亦見健康，每
日有大約130萬份合約，相信未來會有更大動力帶動經
濟活動。
好消息一個接一個，他表示，去年上半年新股市場艱
難，但下半年已逐步恢復，去年12月開始，更見到非常
強勁的反彈。他透露，截至農曆新年前，1月份已有10
隻新股上市，更有約100隻新股「排隊」等待掛牌，相
信隨着市場情緒轉樂觀，今年市況會繼續好轉。

下月出訪中東 宣傳香港機遇
歐冠昇又提到，下月將跟隨行政長官李家超出訪中

東，對外宣傳香港的投資機遇。至於是否繼續尋求沙特
阿美來港上市，他沒正面回應，只表示希望與當地市場
繼續對話交流。
問及港交所去年底在美國紐約開設辦事處，並正努力
在歐洲開設辦事處之事，歐冠昇表示，此舉將有助加強
香港的國際影響力，尤其是中證監早前已宣布，與香港
共同推動讓符合資格、在港主要上市的外國公司納入互
聯互通範圍，而港交所在外地正可透過開設辦事處與國
際企業保持密切聯繫，了解他們的需求，進一步增強本
港市場吸引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
今年股市主要受兩大預期推動，包
括對中國經濟強勁反彈的預期，以
及大多數主要央行即將結束大幅加
息的希望，MSCI亞太地區股票指
數（日本以外）1月份至今已上升
10% 。 資 深 投 資 專 家 兼 恒 地
（0012）執行董事及首席財務
總監馮孝忠昨在電台節目上
預期，美聯儲局在下月舉
行的議息會議上再加息
0.25厘後就不會再加息，
但美國通脹不會回落得太
快，今年第三季至第四季
減息機會不高。
馮孝忠續稱，估計當聯邦基金
利率升至5厘時，聯儲局會暫停加
息並接受通脹回落至4%至5%，而
非2%目標，因為看不到通脹於今明
兩年能回落至2%水平。投資主題方
面，馮孝忠認為今年投資環境將較
去年理想，股票、債券及外匯投資
回報均較為樂觀，當中以兩至三年
期的美元及港元債券息率較高具有
吸引力。
另一方面，受對內地經濟強勁反

彈，以及大多數主要央行即將結束
大幅加息憧憬，MSCI 亞太指數
（日本以外）1月份迄今已上漲

10%。

經濟師：美經濟將陷衰退
外電引述NatWest Markets 首席

經濟學家Kevin Cummins指出，經
過去年進行一系列超大規模加息之

後，有跡象顯示通脹正在降
溫，目前預計美聯儲局
下周將小幅加息 25
個基點，並預計美
聯儲局今年最終會
暫停加息。他並認
為，美國經濟衰退
即將來臨，去年第
四季度GDP預計將增

長3.2%，但今年第一季
度GDP將下降1%，美聯儲局的加
息行動對經濟產生了滯後的影響，
已經使房地產陷入衰退，住宅投資
放緩拖累了第四季度整整一個百分
點的經濟增長。
美國的經濟數據表現亦令人關注，

美國即將公布去年第四季度GDP數
據。道瓊斯社預計，數據將顯示第四
季度美國經濟增速放緩，但仍較第三
季度增長2.8%。經濟學家正在尋找
去年底消費者實際疲弱或強勁的信
號，因為這可能預示美國經濟是否會
在不久的將來陷入衰退。

◆◆馮孝忠馮孝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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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荊才文 匯 要 聞

恒指創11個月來新高 財爺：更多互聯互通措施料上半年陸續推出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