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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戰三個月 確診降個位
憧憬中美關係有緩和 春節期間外圍股市造好

增 9 例本地個案佔 4 宗 第四波新低 憂長假後反彈
投資氣氛佳
港股勢紅盤迎

港股近四次牛年表現

2020年12月4日
總確診112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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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市場短期要留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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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波疫情走勢



● 香港與環球新冠肺炎疫情的最新發展
  
● 美國公布零售銷售與工業生產數據

2021年2月15日
總確診9宗

● 美聯儲公布會議記錄



● 歐元區公布去年
歐元區公布去年GDP
GDP增長修訂數字
增長修訂數字

話，就中國牛年春節相互拜年，市場憧憬中美關係有望緩和；受惠日本上季 GDP 數據表現勝市場預
源頭不明，顯示社區仍存在隱形傳播
期，15 日日經突破 30,000 點關口收市，創逾 30 年新高；德國
DAX 指數亦創下逾
14,100 點的歷史新
鏈，確診個案減少或因為農曆新年期間

 










高。受惠外圍氣氛帶動，市場人士預料港股 16 日開紅盤機會非常大。
市民求醫意慾較低，根據過往經驗，長
假期過後疫情或會反彈，各工作場所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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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休市，不過期間外圍氣氛不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美國總統拜登於上周四（除夕）首次通電

示，過去兩周本地個案中，約三成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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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日港股迎來辛丑牛年首個交易日，不少投資者都期望股市牛年牛氣沖天。過去幾日港股春

低。香港衞生防護中心總監林文健表

變幅(%)
變幅
(%)



 

案，見第四波疫情近 3 個月以來的新

恒指升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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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29日
總確診115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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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15 日新增 9 宗新冠病毒確診個

2020年12月10日
總確診112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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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公布外貿與通脹率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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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健樂

日起將陸續恢復運作，早前有不少工作
周四（2 月 11 日農曆除夕）港股鼠年最
場所爆發個案，呼籲市民工作時應避免
上
後一個交易日，半日市先低後高收報
脫下口罩，並保持社交距離，茶水間等

30,173點，升134點或0.45%，站穩3萬點；大
公共設施亦要加強清潔。
市總成交920.87億元（港元，下同）。總結鼠
年港股走勢，在新冠疫情籠罩下，港股曾一度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急挫，之後反覆回升，最高升至 1 月 25 日的
30,191點，最終鼠年全年升7.96%或2,223點。
恒生科技指數除夕日收報10,411.20點，升
港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首席醫生歐家榮
1.92%；自去年 7 月推出以來，恒生科指升達
15 日在疫情簡報會上指出，新增的 9 宗個
58.5%。美團當日領漲3.39%報445元，創上市
案中，5 宗為輸入病例，本地感染個案只有 4
新高。美團也是過去一年間升幅最大藍籌，升
宗，當中 3 宗源頭不明，另外有少於 10 宗初步
約 332%；其次是藥明生物年升 225.4%；小米
確診個案。翻查資料，上一次錄得單位數確診
則年升117.1%，居全年升幅榜第三。
為去年 11 月 18 日，當日同有 9 宗個案，而 11 月

香

19 日則有首宗跳舞群組個案，揭開第四波疫情
北水初七開閘將添動力
序幕，當日有 12 宗確診病例，至 11 月 29 日時確
展望辛丑牛年港股，過去幾日港股春節
診個案更高達115宗。

休市，但期間外圍氣氛甚佳，分析員預期，港
兩周三成無源 社區仍存隱鏈
股 16 日開紅盤機會很大，恒指於本周有機會
上試出席簡報會的林文健則表示，截至本周日
30,500 點。南向港股通將於 2 月 18 日
（14日），香港過去兩周共錄得327宗個案，輸
（年初七）恢復交易，“北水”有望再度流入
入個案佔 12%，本地個案則佔近九成，當中約
香港。美國時間星期一為美國的總統日假期，
三成感染源頭不明，有關數字顯示社區仍存在
美國股市休市。上周五美股三大指數全線上
隱形傳播鏈，疫情仍有不穩定因素。
升，道指升
27 點，收報 31,458 點，標普與納
指分別升18點及69點。
或因新春市民求醫意慾低
春節前恒指表現良好，連升 5 日。駿達資
他指出，疫情近期處於偏低水平，或與農
產管理投資策略總監熊麗萍15日接受香港文匯

返工忌脫罩 保社交距離
他因此呼籲，市民工作時應避免脫下口
罩，如要進食或沐浴更衣，脫下口罩後亦勿與
他人聊天，完結後須盡快戴回口罩，並要與同
事盡量保持 1.5 米社交距離，而公司亦應每天加
強清潔茶水間等公共設施。
林文健又說，衞生防護中心已為企業及行
業作出不少防控指引，包括院舍、學校、郵件
派遞、食物包裝、表演及酒店等，冀業界能參
考跟從，並提醒如工作間有兩宗或以上個案，
除密切接觸者須檢疫，有關工作場所亦須強制
檢測。
另外，5 宗輸入個案中，有 3 宗個案是外
傭，2 人來自印尼，1 人來自菲律賓，餘下兩宗
個案分別來自印度及波蘭。
歐家榮指確診的菲傭（個案 10783）本月
13 日抵港，樣本驗出帶有“N501Y”基因的變
種病毒，而前日 1 宗輸入個案（個案 10769），
患者為土耳其抵港的空中服務員，其樣本亦帶
有 “N501Y” 基 因 ， 至 今 有 10 宗 攜 帶
“N501Y”基因個案仍待進一步基因分析，分
辨屬於哪類變種病毒。

昨日疫情
三大因素推動股市牛年更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港股結束了波動的
鼠年，踏入辛丑牛年，由於自去年約第四季起，北水
不斷湧港，令股民對新春後的市況普遍滿懷憧憬。但
值得留意的是，春節前港股多數造好，反而過年後的
幾天，指數回調的機會甚高。不過，從整年的情況，
綜合業內人士認為，今年有三大原因，即包括：傳統
周期性股份估值修復；新股熱潮持續；以及北水持續
流入，股市“牛年迎牛市”的機會頗高。

新增確診宗數：9宗
帶好了節奏，京東物流、B站、滴滴出行、百度、
●輸入個案：5宗
等均披露或將在香港啟動首發或二次上市。
●不明源頭個案：3宗
信誠證券聯席董事張智威認為，牛年的“打新
●有關聯個案：1宗
圍將非常熾熱，2月17日即將上市的牛年第一隻新
初步確診：少於10宗
輝健康也將受到市場的熱烈擁護，科技板塊的新股
看好。對於新一年，他認為極有機會創舊歲新高，
新增源頭不明個案
機會挑戰33,000點水平。
●個案 10789：79 歲老婦，無病

經濟復甦 周期性股份將受惠

月11日曾到彩頤居A座探親
第三，北水流入。庚子鼠年，全球經濟籠罩
●個案 10781：34 歲男，麵包師
情的陰霾之下，中國是唯一實現正增長的主要
傅，2 月 13 日最後上班，同日
體，香港背靠祖國，港股的“牛”轉乾坤更得益
發病
地持續的經濟增長和強大的資金流。互聯互通統
●個案 10788：65 歲女，律師行
據顯示，港股通近一個月淨買入
3,148.43
文員，在居於杏花邨第 26
座；2 億元（
幣，下同），近一年淨買入
1.01
萬億元，歷史淨
月9日發病，2月11日最後上班
則為2.11 萬億元。
梁江指出，由於港股估值相對較A股為低，加
初確不明源頭個案
分恒指成份股基本因素良好，預計內地資金南下的
●39 歲家庭主婦：居於黃大仙鳳
將持續至牛年，進一步推動“指數牛”上漲。內地
鑽苑；2 月 9 日發病，2 月 13 日
基金西藏闔木資產管理公司總經理曲星海透露，基
求醫
元配置的需求，旗下基金港股配置比例數日間由一
●消防隊目：在葵涌消防局工作，
幅增至逾五成。他還說，除了部分股份未在
A股
居於元朗玻璃圍，傳染期曾到過
外，A股優質股票較貴，港股估值相對低亦是吸引
青衣及青衣南消防局替更；2 月
4日發病，2月14日求醫
●8 歲女童：居於石籬（二）邨石
怡樓，其家人檢測呈陰性，鄰居
已確診，惟兩家人並不相熟

首先，傳統周期性股份估值修復。邦德資產管理
首席投資主管梁江指出，踏入牛年，港股出現指數牛
市，即恒生指數上升的機會非常高。他分析，金融類
成份股佔恒生指數約四成的比重，再加上其他周期性
股份如石油能源及地產股，共佔去恒生指數逾一半的
比重，隨着牛年環球經濟復甦及恢復通脹，這些周期
性股份將明顯受惠。

新股排隊上 資本市場動力強

●香港疫情稍有緩和，15 日新增確診個案跌至單位數，如疫情無大變化，食肆晚市堂食本周四起可望放
其次，新股熱潮。今年大批排隊上市的新股，亦被
寬。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 港交所主席史美倫、代理集團行政總裁戴
志堅及交易所仝人向各位拜年，恭祝大家牛年
身體健康、萬事勝意！
港交所供圖

看做拉動牛年資本市場的強勁動力。去年有網易、京東
等知名中概股的回歸，後有兩周前超額認購逾千倍、市
場凍資逾萬億元的快手上市，鼠年的IPO已提前為牛年

消防隊目染疫 20同袍送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香港葵涌消防
局一名消防隊目初步確診，感染源頭不明。衞
生防護中心透露，患者本月 4 日已出現上呼吸道
病徵，卻未有求診，只是自行服藥，病徵則一
直持續，至周日（14 日）才到博愛醫院急症室
求診，結果病毒檢測呈陽性，而他在傳染期曾
到過青衣及青衣南消防局替更，暫有 20 名同事
需要檢疫。至於 15 日確診的不明源頭個案中，
則包括屯門大型商場 V city 的 Balencia 麵包店 34
歲麵包師傅，約 6 名同事要檢疫，店舖則要停業
14天。

帶病返工未即時求診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首席醫生歐家榮表

●屯門大型商場 V city 的 Balencia 麵包店有師
傅確診。圖為V city外觀。
資料圖片

示，染疫消防隊目本月 4 日出現上呼吸道病徵
後，持續上班直至上周三（10 日）早上，只自
行服用成藥和感冒茶，傳染期內的上周二（9
日）曾到過青衣及青衣南消防局替更，而潛伏
期內則到過元朗合益街市。
歐家榮指出，消防局員工需要共用更衣
室，工作期間亦有較多接觸，而之前青衣南消
防局亦曾有爆發，故有關消防局屬高危傳播場
所，而該名初確的消防員，約 20 名同事也被列
為密切接觸者需要檢疫。衞生防護中心總監林
文健強調巿民如有不適，不應自行服用成藥而
不求診，指出會延誤檢測及治療。

麵包師傅中招 顧客風險不高
屯門 V city Balencia 麵包店一名 34 歲麵包
師傅（個案 10781）15 日則確診，感染源頭不
明。他日常負責製作麵包，無須接觸客人，年
初二（13 日）最後一日上班，同日出現病徵，
後到天水圍醫院求醫並證實確診，目前於屯門
醫院留醫。衞生防護中心建議該麵包店停業 14
天，約6名同事需要檢疫。
對於在該處買過麵包的市民，歐家榮認為
僅是購買或食用麵包風險並不高，若市民曾長
時間在店內流連或感到擔心，可自行前往檢
測。
另外，不明源頭個案亦包括一名無病徵的
79 歲老婦（個案 10789）。她居於紅磡家維邨家
廉樓，該大廈早前已列入強制檢測名單，她年
初二檢測後證實確診，患者傳染期的本月 11 日
曾到過彩頤居A座探親，但歐家榮表示老婦當時
並非拜年，而家廉樓至今累計 3 個單位共 5 宗確
診，有關單位樓層及坐向均不同。

徵，居於紅磡家維邨家廉樓，2
港股估值吸引
北水湧入勢猛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派對場地業界冀有條件開放

曆新年期間市民求醫意慾較低有關，而根據過
往經驗，長假期過後疫情或會反彈，強調若出
現一名超級傳播者，也可以令疫情反覆，故呼
籲市民如有不適須及早求醫，不應拜訪親友或
上班。
他續指，今日各工作場所陸續恢復運作，市
民上班時須做好防疫措施，而回顧以往，去年至
今有14宗涉及10宗或以上的工作場所大型爆發，
小型爆發亦時有發生，影響食肆、保安、清潔及
地盤等各個行業。流行病學調查顯示，工作場所
群組風險因素多涉共用設施，包括休息室、洗手
間、會議室等，同事不時脫下口罩進食或聊天，
且社交距離不足，亦會增加感染風險。

報訪問時表示，美國總統拜登就任後，上周四
首度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通電話，相互拜
年；15日亞洲股市表現良好，日經平均指數升
近 2%，並突破 30,000 點關口收市，為逾 30 年
來新高，因此她預料16日恒指也可以延續假期
前的強勢，做到“紅盤高開，紅盤高收”。
金利豐證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几亦預期
16日恒指可以“紅盤高開，紅盤高收”，本周
期間更有機會上試30,500點。不過，他同時指
出，由於部分藍籌股已累升不少，騰訊與美團
甚至在近日創下歷史新高，至於部分傳統藍籌
股，如本地的地產股，則因疫情拖累業務表現
而難以大升，因此恒指於升至30,500點後會有
一定阻力，或需要在高位整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
港疫情稍有緩和，15日新增確診個
案跌至單位數，如疫情無大變化，
食肆晚市堂食本周四起可望放寬，
部分處所亦可有條件重開，但不包
括酒吧及派對場地。香港派對場地
協會會長林漢然15日指出，政府至
今未曾與業界交流，不了解派對房
間的實質情況及風險，並指業界可
遵守一系列防疫規定，包括房間只
接待最多4人、安裝“安心出行”程
式、加強消毒等，認為感染風險與
食肆或其他場所相若。
林漢然 15 日在電台節目上表
示，在疫情前全港有約 500 間派對
房間，如今數量有一定程度下
跌，雖暫沒有大規模結業，但當
中亦有七成至八成公司已經轉
手。他指，派對場地是最早停
業，亦是停業時間最長的行業，
對於政府一直未有與業界商討重
開安排感到失望，並認為政府誤
解派對房間的感染風險，並指即
使新冠疫苗快將抵港，對短期能
否重開不敢抱太多期望，現時最
希望的是政府與他們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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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茂鍾案第二波清查 蔡清祥：3個月內完成報告
（中央社）法務部長蔡清祥今天表示，
全面清查檢調人員涉及與翁茂鍾不當接觸，
第二波調查報告，預計 3 個月內完成。負責
調查的政風人員已訪談 7、8 名檢察官，多
數表示年代久遠不記得。
司法院官員則表示，本著勿枉勿縱的嚴
正態度，全面調查所有疑似涉及不當違失行
為的法官，目前仍在調查中，會努力如期在
3 個月內完成調查報告，報告會送交人事審
議委員會進行審議，同時將人審會決議應進
行懲戒、懲處的法官名單全面公開。
蔡清祥下午在媒體茶敘後接受聯訪表示
，第二波調查進度（全面清查檢調涉與翁茂
鍾不當接觸），都在進行當中，相信會在 3
個月以內盡快完成， 「這個事件，希望早日
能夠落幕」 。
媒體提問，1 月 18 日公布第一波調查報
告，調查局部分遭監察院退回，目前調查局
補件狀況為何，蔡清祥表示，調查局很積極
在查證及蒐集相關證據，也把法務部轉知事
項，努力查證，但是目前還沒有回報法務部
。
據了解，第二波調查進度，訪談檢察官
部分，由 2 名政風人員負責，已詢問 7、8 名

檢察官，半數在職半數退休，部分人員承認
曾與翁吃飯，多數表示年代久遠不記得，且
均強調沒有違法失職。訪談調查官部分，則
由調查局廉政處人員負責。
全案緣於，石木欽案爆出多名司法官與
富商翁茂鍾不當接觸，法務部 1 月 18 日公布
調查報告，11 名檢察官、檢察長及 9 名調查
人員，將依情節行政議處或司法調查，與翁
男相關 4 案將重啟調查。
11 名檢察官中，前檢察官羅榮乾接受邀
宴 74 次、收襯衫 8 次為最多，情節非輕，有
司法懲戒必要；檢察官人事審議委員會訂於
19 日上午將開會討論決議羅榮乾是否移送監
察院。
劍青檢改及檢察官協會陸續發出聲明，
要求法務部應 「全部清查」 任何參加過類似
宴飲、收過類似襯衫禮物的檢調人員，並對
外說明。
法務部 1 月 21 日凌晨發新聞稿指出，與
翁茂鍾接觸的檢調人員，不問次數情節，全
部清查訪談以釐清事實，並會在最短時間內
完成調查報告，陳送行政院轉送監察院；另
對於涉及懲處事項者，並將送請檢審會審議
或調查局考績會議處。

檢察官同庭訊問4案劍青檢改：內勤案多盼優化 北市市區出現未爆彈警通報軍方帶回處理

（中央社）一名 70 歲黃姓男子在台北市松山區三民路附近整理回收時，發現一個塑膠袋內疑有一枚
（中央社記者蕭博文台北 17 日電）中檢洪姓檢察官值內勤時，同庭訊問 4 名酒駕犯，
遭高分檢提報重大缺失。劍青檢改今天說，此作法見仁見智，但為縮短拘禁人民時間，在 砲彈，隨即通報警方。警方派員到場得知為未爆彈，通知軍方移置處理。
台北市警察局松山分局今天指出，昨天晚間獲報，一名男子在三民路附近整理回收物時，發現一個
春安等期間，可考慮為優化作法之一。
黃色塑膠袋內有異物，打開看發現內有一枚未爆彈，隨即派員前往現場處置，並通知軍方到場。
劍青檢改也表示，內勤檢察官負責訊問現行犯，24 小時值班期間案量動輒約 80 件，
警方說，未爆彈長約 25 公分、寬約 10 公分，軍方派員到場後，隨即交由陸軍三支部彈藥庫基隆未
「萬年二審」 幾十年都不用熬夜值內勤，有何臉面指責地檢署內勤重大缺失，沉痛呼籲請
爆彈處理組移置處理。
「萬年二審」 回來一審辦案。
法務部長蔡清祥今天在與媒體茶敘時回應，基層辦案由二審檢察官督導無可厚非，制
地檢署也曾發生，雖法無明文許可，也無明文禁止，允當與否見仁見智。台中高分檢以無此慣例
度本來就是如此，也不用刻意區分新二審、舊二審，大家都是檢察大家庭，有不同工作、歷練的
直接提報 4 件重大缺失，不僅過苛，更是扼殺任何變革於萌芽。
機會。
劍青檢改認為，若當日解送人犯過多，不排除例外容許內勤檢察官得針對酒駕、吸毒等證據
蔡清祥說，他從基層檢察官幹起，很了解基層的想法、看法，同時訊問不同案被告的作法是
明確的案類，在徵得被告同意後，一次同時訊問多人或諭知多人具保、請回，尤其在春安或擴大
否妥當，不能只從檢察官的角度看待，應該聽聽外界、學者、律師、當事人的看法。
臨檢期間，更有開放彈性，簡化流程的實務需要，此與憲法保障人權本旨無違，實宜保持開放心
全案起於媒體報導，台中地檢署洪姓檢察官去年在同一偵查庭，同時訊問 4 名互不認識的酒
胸，作為研議討論改良優化的作法之一。
駕案被告；台灣高等檢察署台中檢察分署認為違反偵查不公開、有重大違失，但中檢決議不懲處
聲明指出，法務部及高檢署未深入思索如何優化內勤，也未賦予內勤足夠資源，希望法務部
，台中高分檢主任檢察官則建議洪姓檢察官自請評鑑。
與高檢署藉此機會改進檢察內勤制度，包括修法放寬不予解送的範圍，優化內勤制度，提供充足
劍青檢改今天聲明表示，內勤檢察官一次同時訊問多名酒駕犯並非洪姓檢察官首創，在若干
資源，於國於民皆有利益。
●責任編輯：李鴻培
2021年2月16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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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
神州經濟

憧憬中美關係有緩和 春節期間外圍股市造好

投資氣氛佳
港股勢紅盤迎

16 日港股迎來辛丑牛年首個交易日，不少投資者都期望股市牛年牛氣沖天。過去幾日港股春

港股近四次牛年表現
年份

恒指升跌

變幅(%)
變幅
(%)

2009年
2009
年

+7,343
343點
點

+58
58..4

1997年
1997
年

-4,408
408點
點

-32
32..3

1985年
1985
年

+298
298點
點

+20
20..8

1973年
1973
年

-624
624點
點

-56
56..8

投資市場短期要留意事項
● 香港與環球新冠肺炎疫情的最新發展
● 美國公布零售銷售與工業生產數據

節休市，不過期間外圍氣氛不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美國總統拜登於上周四（除夕）首次通電

● 美聯儲公布會議記錄

話，就中國牛年春節相互拜年，市場憧憬中美關係有望緩和；受惠日本上季 GDP 數據表現勝市場預

● 歐元區公布去年
歐元區公布去年GDP
GDP增長修訂數字
增長修訂數字

期，15 日日經突破 30,000 點關口收市，創逾 30 年新高；德國 DAX 指數亦創下逾 14,100 點的歷史新

● 日本公布外貿與通脹率數據
製表：
製表
：記者 岑健樂

高。受惠外圍氣氛帶動，市場人士預料港股 16 日開紅盤機會非常大。
●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健樂
月 11 日農曆除夕）港股鼠年最
上周四（2
後一個交易日，半日市先低後高收報

30,173點，升134點或0.45%，站穩3萬點；大
市總成交920.87億元（港元，下同）。總結鼠
年港股走勢，在新冠疫情籠罩下，港股曾一度
急挫，之後反覆回升，最高升至 1 月 25 日的
30,191點，最終鼠年全年升7.96%或2,223點。
恒生科技指數除夕日收報10,411.20點，升
1.92%；自去年 7 月推出以來，恒生科指升達
58.5%。美團當日領漲3.39%報445元，創上市
新高。美團也是過去一年間升幅最大藍籌，升
約332%；其次是藥明生物年升225.4%；小米
則年升117.1%，居全年升幅榜第三。

北水初七開閘將添動力
展望辛丑牛年港股，過去幾日港股春節
休市，但期間外圍氣氛甚佳，分析員預期，港
股 16 日開紅盤機會很大，恒指於本周有機會
上試 30,500 點。南向港股通將於 2 月 18 日
（年初七）恢復交易，“北水”有望再度流入
香港。美國時間星期一為美國的總統日假期，
美國股市休市。上周五美股三大指數全線上
升，道指升 27 點，收報 31,458 點，標普與納
指分別升18點及69點。
春節前恒指表現良好，連升5日。駿達資
產管理投資策略總監熊麗萍15日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表示，美國總統拜登就任後，上周四
首度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通電話，相互拜
年；15日亞洲股市表現良好，日經平均指數升
近2%，並突破30,000點關口收市，為逾30年
來新高，因此她預料16日恒指也可以延續假期
前的強勢，做到“紅盤高開，紅盤高收”。
金利豐證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几亦預期
16日恒指可以“紅盤高開，紅盤高收”，本周
期間更有機會上試30,500點。不過，他同時指
出，由於部分藍籌股已累升不少，騰訊與美團
甚至在近日創下歷史新高，至於部分傳統藍籌
股，如本地的地產股，則因疫情拖累業務表現
而難以大升，因此恒指於升至30,500點後會有
一定阻力，或需要在高位整固。

三大因素推動股市牛年更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港股結束了波動的
鼠年，踏入辛丑牛年，由於自去年約第四季起，北水
不斷湧港，令股民對新春後的市況普遍滿懷憧憬。但
值得留意的是，春節前港股多數造好，反而過年後的
幾天，指數回調的機會甚高。不過，從整年的情況，
綜合業內人士認為，今年有三大原因，即包括：傳統
周期性股份估值修復；新股熱潮持續；以及北水持續
流入，股市“牛年迎牛市”的機會頗高。

經濟復甦 周期性股份將受惠
首先，傳統周期性股份估值修復。邦德資產管理
首席投資主管梁江指出，踏入牛年，港股出現指數牛
市，即恒生指數上升的機會非常高。他分析，金融類
成份股佔恒生指數約四成的比重，再加上其他周期性
股份如石油能源及地產股，共佔去恒生指數逾一半的
比重，隨着牛年環球經濟復甦及恢復通脹，這些周期
性股份將明顯受惠。

新股排隊上 資本市場動力強
● 港交所主席史美倫、代理集團行政總裁戴
志堅及交易所仝人向各位拜年，恭祝大家牛年
身體健康、萬事勝意！
港交所供圖

其次，新股熱潮。今年大批排隊上市的新股，亦被
看做拉動牛年資本市場的強勁動力。去年有網易、京東
等知名中概股的回歸，後有兩周前超額認購逾千倍、市
場凍資逾萬億元的快手上市，鼠年的IPO已提前為牛年

帶好了節奏，京東物流、B站、滴滴出行、百度、攜程
等均披露或將在香港啟動首發或二次上市。
信誠證券聯席董事張智威認為，牛年的“打新”氛
圍將非常熾熱，2月17日即將上市的牛年第一隻新股諾
輝健康也將受到市場的熱烈擁護，科技板塊的新股亦被
看好。對於新一年，他認為極有機會創舊歲新高，更有
機會挑戰33,000點水平。

港股估值吸引 北水湧入勢猛
第三，北水流入。庚子鼠年，全球經濟籠罩在疫
情的陰霾之下，中國是唯一實現正增長的主要經濟
體，香港背靠祖國，港股的“牛”轉乾坤更得益於內
地持續的經濟增長和強大的資金流。互聯互通統計數
據顯示，港股通近一個月淨買入 3,148.43 億元（人民
幣，下同），近一年淨買入 1.01 萬億元，歷史淨買入
則為2.11 萬億元。
梁江指出，由於港股估值相對較A股為低，加上部
分恒指成份股基本因素良好，預計內地資金南下的趨勢
將持續至牛年，進一步推動“指數牛”上漲。內地私募
基金西藏闔木資產管理公司總經理曲星海透露，基於多
元配置的需求，旗下基金港股配置比例數日間由一成大
幅增至逾五成。他還說，除了部分股份未在 A 股上市
外，A股優質股票較貴，港股估值相對低亦是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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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奔跑
泰國壹基金會為殘疾汪星人裝上“
泰國壹基金會為殘疾汪星人裝上
“助行器
助行器”
”

近日，
近日
，泰國春武裏的
泰國春武裏的“
“拯救狗狗基金會
拯救狗狗基金會”
”為殘疾汪星人裝上
為殘疾汪星人裝上“
“助行
器”，
”，工作人員每天陪伴它們練習行走
工作人員每天陪伴它們練習行走，
，不少殘疾狗狗已經可以像正常
同類壹樣自由奔跑。
同類壹樣自由奔跑
。

基於牛脂用於美白
考古發現中國迄今最早男性化妝品：：

濟南野生動物世界：
濟南野生動物世界
：動物享用
動物享用“
“年飯大餐
年飯大餐”
”

中國科學家團隊最新完成的壹項考古研究—
中國科學家團隊最新完成的壹項考古研究
——對陜西壹處春秋時期
遺址男性貴族墓出土的微型銅罐內殘留物進行綜合分析，發現該殘留物
遺址男性貴族墓出土的微型銅罐內殘留物進行綜合分析，
由牛脂作為基質混合壹水碳酸鈣顆粒，
由牛脂作為基質混合壹水碳酸鈣顆粒
，為美白化妝品
為美白化妝品。
。這既是中國迄今
最早的男性化妝品，
最早的男性化妝品
，也是中國已知最早的面脂
也是中國已知最早的面脂，
，將中國先民制作美容面
脂的歷史提前 1000 多年
多年。
。中國科學院大學
中國科學院大學（
（國科大
國科大）
）人文學院考古學
與人類學系楊益民教授課題組近期與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合作，
與人類學系楊益民教授課題組近期與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合作
，研究成
果論文近日在國際專業期刊《
果論文近日在國際專業期刊
《科技考古
科技考古》
》在線發表
在線發表。
。圖為 2 月 4 日下午
，科研人員在北京的實驗室展示研究樣品
科研人員在北京的實驗室展示研究樣品。
。

濟南，
濟南
，環尾狐猴享用
環尾狐猴享用“
“年飯大餐
年飯大餐”。
”。春節臨近
春節臨近，
，濟南野生動物世界
的工作人員開始為動物們置辦“年飯大餐
的工作人員開始為動物們置辦“
年飯大餐”。
”。

休城畫頁

「金鐘珠寶
金鐘珠寶」」 慶新年推出各種黃金足金
慶新年推出各種黃金足金--14
14KK、18
18KK 各種首飾
及鑽石、
及鑽石
、玉器
玉器，
，是送給長輩
是送給長輩、
、親友最貼心
親友最貼心、
、保值的禮物
各式銀飾。
各式銀飾
。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金鐘珠寶行
金鐘珠寶行」」 位於黃金廣場內
位於黃金廣場內，”
，”H
H “Mart 超市旁
超市旁。
。

各式黃金、
各式黃金
、足金金飾
足金金飾。
。

可訂製首飾。
可訂製首飾
。

各式玉器首飾。
各式玉器首飾
。

「金鐘珠寶行
金鐘珠寶行」」 內部
內部，
，金首飾修改可
現場等候取件，並有換手錶電池及代
現場等候取件，
理各式日本新款手錶。
理各式日本新款手錶
。

各式黃金、
各式黃金
、足金金飾
足金金飾。
。
各種鑽石首飾。
各種鑽石首飾
。

各式銀飾。
各式銀飾
。

各式黃金、
各式黃金
、足金金飾
足金金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