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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ature優卓理財和優越理財的投資客戶, 大家好 

歡迎各位今日參加由恒生銀行及 

東方匯理資產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舉辦的網上直播投資講座 

本人是今日講座的主持徐蕙儀Winnie  

很久沒和大家見面了 

作為投資者相信大家都很想知道在新一年 

市場可否像老虎一般生猛和活力 

究竟怎樣才可捕捉到虎年的投資機遇 

今日我們請了三位嘉賓 

將會以不同的角度剖釋新一年整個市場的佈局和走勢 

究竟甚麼的地區, 資產或主題 

值得投資和怎樣把握機會 

首先介紹今日三位的嘉賓 

分別有恒生銀行投資顧問服務主管梁君馡小姐 

梁小姐在這 

另有東方匯理資產管理(中國及香港區)基金分銷部主管 

姚強先生 Ken在這 

另外亦有大家熟悉的曾淵滄博士 

曾博士亦會一起和我們分析市況 

一會嘉賓討論環節結束後 

將會有現場答問環節 

各位可因應講座的內容或是任何的投資疑問 

都可即場詢問三位嘉賓 

和他們交流一下 

大家可以在 Zoom畫面下的 QA按鈕 

只需按下並輸入問題 

本人將會代為回答 

另外今日還準備了兩輪的抽奬環節 

會在答問環節之前及後舉行 

所以大家千萬要留至最後一刻 

接着立即開始今日的投資講座 

首先歡迎三位嘉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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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先討論今日的主題 

今日是一個頗特別的日子 

因為地緣政局開始震盪 

我們可以看見近來美股的上落甚為利害 

除了是因為地緣因素 

還有加息的因素逼在眉睫 

究竟市況會否繼續波動 

踏入虎年, 看到內地股市及香港股市相繼紅盤高開 

這是否一個好的兆頭呢 

經過一輪調整之後 

會迎來有穩定的表現? 

還是有暴漲的格局? 

此外亦會和大家拆解一些投資新的主題 

分析一下綠色金融的投資價值 

亦會和大家討論一下新的投資概念元宇宙 

究竟潛藏價值會有多高呢 

立即開始今日的討論 

先講一下現時的局勢 

既有加息, 又有通脹的問題 

今日大家從新聞便可看到 

地緣政局對金融市場的影響很大 

俄軍現在正式攻打烏克蘭 

股市及比特幣大瀉, 油價及金價則上漲 

首先問一下曾博士的看法 

現時市場很明顯處於震驚的狀態 

這刻是否還應該擁抱資產呢? 

其實是一個機會 

大家可回憶一下 1991年的情況 

當時很多人都害怕打仗 

股市曾經大跌 

但當開戰卻呈一面倒的狀況 

當年是美軍對伊拉克, 情況是一面倒 

現時情況亦是一面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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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對烏克蘭 

本人相信這個一面倒的局勢會較三十年前更利害 

因為過去的三十年 

俄羅斯的導彈技術突飛猛進 

本人相信這場戰爭可在幾日內完結 

即表示俄羅斯根本不用出動正式軍隊進入烏克蘭 

只用導彈便可將烏克蘭的軍隊全部癱瘓 

特別是空軍 

本人相信空軍在一日內可被夷平 

博士似乎對今日的局勢頗為冷靜 

想請問一下姚先生 

博士覺得這場戰爭屬短暫, 而且會是一個機會 

閣下是否覺得未來的通脹 

或是加息的政策影響會更大 

如果這刻還是打算持有現金投資保本產品 

是否都會跑輸大市? 

本人認為誠如博士所言 

每一次發生地緣政治問題 

都要視乎兩個因素 

第一是否突如其來的事件 

大家都知道其實今次的地緣政治問題 

已經醞釀了幾個星期 

並非突如其來的事件 

第二正如博士所言, 持續的時間會有多長 

相信今次會如博士的意見, 並不會維持太長的時間 

分析投資環境 

其實最重要時間和是否突發的兩個因素 

加上經濟是否處於衰退的環境 

因為這才是中長線的主要因素 

再加上今次地緣政治並非第一次發生 

數據顯示在過去幾十年間 

其實已經出現多次 

有趣的是, 大多數在開戰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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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幾個月至一年期間 

股市其實都是上升的 

不過就要留意, 肯定今年的市況風險和波動性都會增加 

所以大家部署時都需要留意這個因素 

又想詢問一下梁小姐的看法 

似乎兩位嘉賓對於地緣因素都認為是短暫的 

梁小姐是否覺得這次事件屬短暫呢? 

如單看這個因素會對香港的影響可能很小 

只對某些市場或資產的影響才大 

反而通脹才是最值得關注的地方 

現時油價上升, 可能會令到通脹更高 

加息的壓力會更大 

壓力在於要加得快些及加多一些 

反而會令到股市恐慌情緒會持續更久 

回顧過去三十年, 每一次有地緣政治風險出現的時候 

股市和一些較具風險的資產會出現大跌 

油價和金價則會上升 

現時情況似乎類同 

但是否在一段時間過後便回復平靜 

有幾個因素需要注意 

譬如美國股市和歐洲股市 

其實去年兩個股市都上升了超過 20% 

已是處於一個較高的基礎上 

最近未有地緣政治事件出現時, 已有回調的跡象 

再加上今次有一個通脹的隱憂存在 

市場一直受加息及究竟要加息幾次的纏擾 

現時油價已經突破一百美元關口 

俄羅斯是一個產油大國 

供應很多的原油及天然氣予歐盟各國 

又說回三十年前, 情況和今日有甚麼不同呢? 

本人覺得最大的不同 

就是歐洲今時今日真的很倚賴天然氣 

因為在需要轉回乾淨的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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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的二十年間 

歐盟在工用及家用方面, 對天然氣甚為倚賴 

但 40%的天然氣需要由俄羅斯入口 

假若在今次有地緣衝突情況出現的時候 

可能供應將會受阻 

阻斷之後對於歐洲甚至全球的經濟 

會帶來很大的影響 

當然希望兩國可以和談, 化解紛爭 

大家都要關注事態的發展 

因為今日已經正式開戰 

所以暫時的氣氛很差 

但剛才兩位嘉賓都有提到 

其實過去這些地緣政治的戰爭 

通常都會在一個月內得以解決 

回顧 1994年, 俄羅斯攻打車臣 

或是 2001年的 911事件 

在發生一個月後, 市場都會回復正常 

不過每次的事件對所有投資者而言 

都是一個很好的投資機會 

與及是很好的時間 

給予大家重新審視自己的投資組合再行作出部署 

反而我們的目光需要放遠一些 

再詢問一下博士 

通脹時代來臨, 需要怎樣配置資產 

在通脹時期, 股市會如何運行 

通脹象徵所有商品的價格上升 

商品貴了, 代表出售這些商品的企業賺錢多了 

一個麵包原本售價十元, 現時售價升至十二元 

代表公司賺取多了兩元的利潤 

通脹對企業而言是賺錢多了 

表示一間企業的股票盈利會有所增加 

所以通脹對股市是正面的, 不是負面 

為何通脹會令人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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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怕的不是通脹本身 

而是擔心通脹會帶來加息 

 

加息對經濟會造成打擊的後果 

所以在間接向前推動所帶來的擔心 

不是通脹本身 

姚生, 你的看法又如何呢 

通脹之下會帶來甚麼的後果 

美國和英國都在加息 

但內地方面, 中國市場的貨幣政策剛好背道而馳 

近兩年以來第一次人行下調貸款優惠利率 

你認為屬一次性還是持續的寛鬆 

調整後會否令到資本外流 

首先在過去的通脹環境裏 

股市及債市的表現各異 

股票在歷史裏的通脹環境下表現都會較佳 

除了剛才提到物價貴了之外 

因為一般都是經濟環境好 

通貨膨漲才會上升 

或者會加息 

所以股市方面相對會利好 

相反債市方面的表現就會較差 

一些債券, 譬如與通脹掛鈎 

又或是新興市場的債券, 會做得較好 

相反其他的債券比對美國國庫債券來說 

就會做得較差 

所以做一個資產配置的時候 

需要留意有關方面的調配 

剛才提到美國即將加息已是不用置疑 

只是會加息幾多次的問題 

但是需要留意一點 

依據彭博的統計, 市場的調查 

其實在往後的一年半時間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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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率可能會由現時的低位可能上升大約 2% 

這個加幅需要留意 

相比上一輪在 2016至 2018年的加息 

當時加幅 2.5%仍屬較低 

當然這次的加息是因為將要面臨通脹 

但普遍認為通脹只屬短暫及地緣政治問題的影響 

通脹若然隨即慢慢回落 

將會令到加息壓力相對減少 

不論如何, 根據簡單統計 

在過去十二次的加息 

原來在加息的周期, 股市是升多跌少 

除了一次在 1973年和 1974年 

當時是因為經濟衰退 

所以根據大環境因素 

其實大家對於加息又無需過於恐慌 

但面着美國加息, 內企卻反而減息的時候 

息差的收窄會否令中國失去優勢 

內地的資金會否流走 

內地方面, 本人覺得短期來說 

減息並非一次性, 相信會持續下去 

因為通脹較為低企 

留意國內有其基本因素 

和美國市場有些不同 

主要是經濟增長在今次疫情的狀況下 

其實並沒有太大的倒退 

經濟方面隨着減息 

對於剌激股市其實有一定幫助 

未必會如剛才所言, 有機會令資金外流 

始終要視乎經濟在當時有否增長的空間 

是否快增長 

中國始終是世界經濟的一個火車頭 

這方面投資者都需要考慮 

本人想詢問梁小姐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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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擔心假若內地的息率持續回落 

短暫可能會使到大家興奮 

企業的成本得以下降 

但長線就會擔心資金會向外流走 

你覺得這個壓力是否很大? 

尤其對內地股市的壓力是否很大? 

其實內地政府都強調維穩 

上年年尾已經表明要穩定貨幣情況, 穩定通脹 

現時外圍通脹飆升, 再加上地緣政治因素 

通脹可能會更加高企 

整個供應鏈的樽頸更加嚴重 

但在這種情況下, 其實在內地的角度 

會更加放寛 

因為外面緊就會影響國內的經濟和民生 

可能出口都會受到影響 

所以他們反而會更加寛鬆 

為何今年環球的資金 

無論投資市場和企業市場都一直都流入中國 

雖然中國和美國的息差有可能收窄 

但因為寛鬆的貨幣政策與及流動性亦相符合 

在如此寛鬆的情況下, 其實有很多機會出現 

再加上外面的物價非常高企 

現時無論投資一些資產, 股市和債券 

在中國以人民幣投資一些資產相對亦是較平 

令到資金自然留在中國 

兩位似乎都頗為樂觀 

想詢問一下博士 

香港夾在中國和外地市場中間 

貨幣政策跟隨美國 

但香港很多的上市企業都是屬於中資 

現時內地企業在香港的市值佔比達八成以上 

很多時一些公司都受到內地的政策影響 

究竟香港現時的市場怎樣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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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受那一方的影響較為多些 

會是左一把, 右一把的情況 

還是有機會突破悶局? 

基本上屬於個別發展 

去年的情況已經很清楚 

為何今年中央政府要放寛資金 

正因為去年收緊了 

去年就因為中央收緊了 

所以去年在香港上市的內地股票 

大部份都面對很大的調整 

為何要收緊呢 

就是因為前年的升幅太大 

很多新興的科網股在 2020年升得甚為厲害 

中央都認為升幅太大 

所以才作出收緊令市場調整 

調整的結果令股票變成個別發展 

所以在 2020年升得多的股票 

在 2021年的股價就跌了下來 

而在 2020年跌下來的股票 

在 2021年就作出見底回升 

未來的情況亦會如此 

或者變成個別發展 

就是不同的板塊會有不同的因素影響盈利 

所以我們都可以看到 

今日亦不是全線下跌 

有些股票亦在上升 

因為公司業績好的緣故 

業績始終都是資產股價的最重要因素 

如果綜合歸納的話 

除了地緣因素, 通脹, 加息和貨幣政策等因素 

現在還要審視業績 

想請教一下基金上的投資應該如何部署 

姚生, 在 2022年我們需否調較一下自己的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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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一下去年的策略 

如博士所説, 去年是一個修正 

就算是升了, 最終也會下跌 

今年大家需否又修改一下策略 

首先審視一下市場統計的結果 

其實大部份都顯示今年的股票相對上較為樂觀 

剛才提到在通脹的環境下會較為優勝 

但相對來說, 一些比較落後的市場 

譬如可能以價錢為主的歐洲市場 

亦獲得很多人看好 

但亞太市場方面, 新興市場板塊需要留意 

因為始終經濟增長的基調比較高 

相反美股並不太差 

但在股值方面需要小心選擇 

未必整體的美股市場都會一致上升 

所以在揀選時需要了解美國的情況 

至於債券方面 

大部份人看好一些短期可能受地緣政治因素影響的債券 

一些較為高評級的債券相對亦獲得較多人揀選 

同樣地, 某些市場可能整體上 

對息率敏感的板塊有較大影響 

但始終如一些機構投資者, 退休人士及基金仍需要收息 

所以一些新市場的債券比較高息 

仍然會有很多人留意 

近來香港政府推出的綠色債券亦獲頗多人留意 

因為市場始終在需求方面越來越大 

比較多人留意 

故此本人覺得在未來一年內股票將會上升比較多 

至於債券方面有些較為利好的, 都值得大家留意 

估計很多人都想問 

究竟股債方面的比例怎樣釐定 

梁小姐, 可否和我們分析一下股市從底位可以上升 

但如果在息率上升的時候, 債價就會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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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若債息持續上升的話 

其他國家已屬後疫情發展 

已經解除隔離, 很多防疫措施亦已經放鬆 

你會覺得在部署方面需要留意甚麼因素 

譬如在 2021年的時候 

大家很明顯覺得要搶股票、興債券 

因為疫後的復甦 

和息口正常化都預計快要來臨 

假若去年已經在搶股票, 已經買重了股票、環球股票 

 

沒有買債券或是只買入了少量的話 

其實這個組合已是頗為不錯 

但在 2022年, 本人覺得投資應該要較為平衡 

原因是美國十年長債息率在去年底為 1.4% 

直到本年一月時, 已經開始跳升 

即表示債券的價值又再下跌 

因為聯儲局可能會再加息的恐慌下 

令到市場已率先作出反應 

使到十年債息跳升至 2.0%之後 

其實本人覺得再向上的空間已經不大 

在這個時候, 股市就相當波動 

因為去年真的上升了很多 

再加上地緣政治風險 

又令到這些風險類的資產的不確定性更大 

今年反而更重要的是控制組合的波動性 

所以一個相對平衡的組合而不是側重於某一方面的組合為佳 

而另一方面, 投資股票的策略是必須留意本身的 

去年憧景疫後復甦, 很多股票的表現都甚為不錯 

無論是增長型, 還是穩定型的派息股 

但今年因為通脹的風險, 加上市場的恐慌 

首先在揀選股票時就要偏重一些派息穩定 

或者是股息有所增長的股票 



 
 

 
 

PUBLIC 

因為其他的增長股雖不代表長遠缺乏潛力 

而是今時今日其股值已經很高 

試問又怎可以一直維持這麼高的股值 

因為需要面對資金成本上升和通脹的來臨 

它是否真的可以應付每年市場對其預測的樂觀增長 

這是一個問題 

當市場支撐不住的時候 

這些高股值及高增長的股票就會先行下跌 

所以今年必須留意股票的派息能力 

除了股票, 傳統的國債或是企業債之外 

有些投資上的新趨勢又應如何計算? 

我們先分析一下綠色債券 

近年的綠色金融其實頗受市場歡迎 

政府現時推出零售綠色債券 

究竟市場投入的資金是否越來越多呢? 

想請教一下姚生 

為何市場的投資者似乎頗為喜歡 

這類綠色金融和綠色投資 

究竟回報是否理想? 

剛才亦有提及, 綠色債券越來越流行 

首先是債券方面, 綠色債券和一些傳統債券類同 

不過需留意一項特色, 就是融資的成本較為低 

對債券的表現方面有一定幫助 

其次就是市場方面的需求越來越大 

近年氣候變化的問題 

與及很多綠色經濟的發展比較快 

綠色債券就是幫助這方面的發展 

所以市場方面的需求亦越來越多 

以往主要是一些基構性客戶才有機會投資這些綠色債券 

但經過慢慢開放後 

就如香港亦開放讓一些零售客戶有機會投資 

加上近兩年疫情的緣故 

大家開始了解到地球有很多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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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劣的環境容易令人生病 

這方面是未來的趨勢 

加上監管機構亦越來越受惠這方面的發展 

所以令到過去一段時間 

綠色債券對比於傳統債券的表演其實相對更佳 

再加上部份綠色債券所派的利息頗為不錯 

在一個相對的低息環境來說 

都值得零售客戶留意 

從圖表上顯示回報和市場的興趣越來越大 

這方面大家都較為容易掌握 

因為和我們居住的地球, 有着密切的關係 

但另一概念「元宇宙」卻是觸摸不到的虛擬狀態 

再請教一下梁小姐 

這個大熱的概念 

其實並不是很多人認識其投資的目標 

通常可能是遊戲或是加密貨幣等 

梁小姐覺得投資前景和發展方向會是如何? 

是否值得甚至會否成為一個投資的主流 

「元宇宙」其實簡單來說 

是一個互聯網的時代 

大家知道我們進入了互聯網的時代有近 20年 

互聯網的平台一向都是增長得甚為快速 

互聯網和我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 

大家無論在甚麼地方都會應用到互聯網 

「元宇宙」就是通過互聯網這個概念 

再發展令到連接到互聯網的下一個革命性發展 

為何是一個「元宇宙」的概念 

因為互聯網假若進入一個「元宇宙」的時代 

或是這個概念 

這個發展會較之前多出了很多 

如果大家看了以下的圖表 

無論所有人的手機都需要進步和加快 

晶片也需要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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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訊公司的基建或是提供的網絡速度亦需要加快 

需要投放很多的資金在這方面才可令速度加快 

另一方面, 一些 VR 「虛擬實境「及 AR「擴增實境」 

都需要一些硬件和晶片的技術配合 

所以「元宇宙」就有很多硬件需要投資 

與及很多的大數據中心 

都需要投放資金以令到速度加快 

另一方面, 剛才提到「元宇宙」就是互聯網的下一代 

互聯網一直是依賴一些大型的平台 

例如 Google, Microsoft 和中國的騰訊等 

這些都是平台的龍頭 

而這些龍頭在未來的互聯網要再有革命性的發展 

「元宇宙」都會令它們受惠 

另一方面, 就是在娛樂方面 

為何「元宇宙」屬於互聯網的革命 

因為所有用家都需要使用「元宇宙」 

例如娛樂上的需要和瀏覽媒體的需要等 

這些方面透過「元宇宙」都可以做到 

想象空間可以作為活動 

可以做到娛樂的活動亦多了很多 

所以在這空間之下, 發展的潛力可能很大 

「元宇宙」背後支援其實很多 

想請教一下博士 

你對這些新投資的趨勢是否看好? 

會否嘗試投資綠色相關的投資產品 

或是直接參與「元宇宙」的概念? 

香港亦有第一隻「元宇宙」ETF「交易所買賣基金」 

你會否欣賞這些投資產品? 

首先分析一下綠色債券 

綠色債券可以值得投資 

理由很簡單, 因為綠色債券一般 

較市面上國庫債券的利息為高 

綠色債券通常都有政府在背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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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甚為穩陣及高息 

這些就是綠色債券的好處 

至於「元宇宙」是全新的概念 

類似 2000年時的百花齊放 

但百花齊放的結果就是泡沫爆破 

至於「元宇宙」就要視乎大家在技術及想象空間上的發展 

「元宇宙」一定要作出分散投資 

這點是非常重要 

假若獨沽一味投入全部資金於單一股票 

而概念爆破的話, 可能會血本無歸 

有勞博士, 暫且討論至此 

多謝三位專家給予不少意見 

接着下來就會有答問環節 

答問環節之前會有一個幸運抽奬 

早前經由閣下的專屬客戶經理報名 

參與今次網上直播投資講座的客戶 

每人都會自動成為參加者 

都可以參加今次的抽奬 

奬品就是 TEA WG下午茶（二人）套餐禮券一張 

是次抽奬是以電腦隨機抽出 

這節先會抽出兩位幸運兒 

立即公布第一位由電腦抽出的得奬者 

屬於姓黃的客戶, 我們畫面上已顯示閣下的電郵地址 

恭喜姓黃的客戶 

第二位的幸運兒是姓劉的客戶 

恭喜 

畫面亦顯示出閣下的電郵地址 

你們的專屬客戶經理在稍後會聯絡閣下領取奬品 

未能抽獎的客戶暫時不要失望 

因為答問環節之後, 仍有三份禮物, 即三次的機會 

接着下來立即進入答問環節 

在畫面上按下 Q&A按鈕, 便可直接輸入題目 

我們就可以看到閣下的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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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暫時已經可以看到一位投資者 

非常關注現時烏克蘭的局勢 

會否影響環球的股市 

博士剛才提到雖會影響環球股市 

但只屬短暫 

可否再詳細講解一下究竟那個股市受影響最大 

影響最大的當然是俄羅斯股市 

俄羅斯股市需要面對美國和歐盟的制裁 

所以俄羅斯是首當其衝 

接着下來便是美國股市 

因為全世界任何的制裁都屬於「七傷拳」 

制裁是既傷人, 亦傷己 

沒可能會只接受制裁而不作出還擊 

美國與歐盟不和俄羅斯做生意 

雙方都會有所虧損 

大家都沒有生意 

所以美國股市及歐洲股市都會受到影響 

至於誰人可從中得益 

就是沒有參與制裁的國家, 例如中國的股市 

中國在這次事件基本上是坐山觀虎鬥 

坐着觀看西方國家和俄羅斯鬥法 

既不參與, 亦不作任何表態 

中國在聯合國一直都不作表態 

一直重覆在說同一句話 

大家坐下談判解決紛爭 

記者無論如何提問 

中國會否承認這兩個國家的獨立 

都不作回答 

表示完全不參與這件事情 

不參與事件當然是好 

假若俄羅斯的石油被制裁 

不可以賣出予西方國家 

便只可以出售予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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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當然會變得便宜, 中國從而賺取更多金錢 

若然石油和天然氣以平價賣出予中國 

中國更可以轉售往歐洲圖利 

無人會知道石油和天然氣的原產地 

中國可先從俄羅斯購入再售予歐洲 

中國市場其實反而是得益者 

接着下一個題目 

亦有客戶問到開戰將會怎樣影響外匯市場 

想請教一下姚生 

在外匯市場, 我們今日知道俄羅斯已有外匯管制 

有關政策在外匯市場方面會怎樣發酵 

本人覺得短期內匯率的波動會較為難以掌握 

坦白說, 因為局勢的發展非常急促 

無人可知道情況 

資金都會避險流入美金或美債的市場為主 

但同步有很多商品相關的升幅甚為厲害 

匯市方面, 避險的貨幣包括美元, 日元 

或是以往部份的避險貨幣都是利好 

但情況的持續性難以預測 

所以從風險的管理角度來說 

本人覺得匯率方面的把握反而需要小心 

因為往往買入的時間可能遲了 

或不是在最佳的時機 

但波動會出現得甚快 

因為事態發展實在難以掌握 

所以本人覺得從風險管理角度而言 

寧願在外匯方面小心一些 

反而在博士剛才提及其他的機遇而言 

可能機會將會更多, 而且穩陣 

大家需要繼續留意事態的發展 

有一位客戶非常同意三位的意見 

表現頗為淡定 

地緣政局令到市況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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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股份跌得頗為厲害 

尤其是一些中概股 

現時會否是一個入市撈底的機會 

客戶可能已經持有相關的股份 

脹面上輸了不少, 應否繼續持有? 

想請教一下博士, 假若持有中概股的話 

應否繼續「坐艇」? 

中概股之所以下跌 

就如本人剛才提及的理由 

中央將會作出打壓 

中央覺得中概股已變成泡沫 

所以有必要作出打壓 

就如剛才所言, 有些股票在 2020年已經上升了很多倍 

甚至是升了十倍的股票也有 

既然已經升了十倍, 現時由高位跌下 

實際上仍是高出 2020年的起步位很多 

所以在這情況下, 我認為未必已經見底 

因為仍需要視乎中央是否覺得滿意 

泡沫是否已經消除 

如果中央覺得有關股票的泡沫已經爆破 

股價就會有機會作出反彈 

但是傳統的經濟股 

一些傳統的舊經濟股 

中央肯定已經開始放水 

因為屬於一般民生需要的股票 

不可以任由股價繼續下跌 

可以看出中央在今年內將會大舉放水 

正如剛才提到的金融機構 

現時中央作出減息 

減息會否令到息差收窄, 從而令到盈利下跌 

會的 

但因息差收窄而賺少了, 並不代表整體的利潤會減少 

因為息率低了, 可以多做一些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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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中央放水可令銀行多做一些生意 

兩者之間, 一邊利好, 一邊利淡 

兩者對比, 最後仍可能屬利好的 

因為將會多做一些生意 

沖淡了息差收窄的利淡因素 

所以即使出現這種情況 

都需要從兩個不同的角度分析 

接着下來的題目 

有客戶想詢問以人民幣作投資的情況 

之前一直存於定期收息 

但在 2022年需否增加債券方面的投資 

還是揀選一些低風險的收息股以作長線持有較佳 

梁小姐將會對客戶作出何種建議 

就如剛才提到, 還有其他投資的機會更加可取 

因為股市處於一個較高的基礎上 

環球股市已經上升了很多 

另外一面, 尚要面對加息的壓力 

而且還不知道將會加息幾多次 

令到大家產生恐慌 

另外, 環球的疫情是否已完全回復過來 

其實仍有很多地方的情況非常嚴重 

再加上現時地緣政治 

剛才這位顧客詢問人民幣的資產 

其實我們覺得在之前提及的幾個因素之下 

頗值得再增持一些人民幣的資產 

例如人民幣的債券, 即是表現較為穩定的人民幣國債 

另一方面就是以人民幣計價的股票 

或是一些中資股, 抑或一些內地的 A 股股票 

以至香港的一些中資股 

現時的股值相對較平 

在這時候作出一些有關人民幣有關風險的資產投資 

以應對地緣政治風險 

或是美國即將加息, 資金成本將會上升 



 
 

 
 

PUBLIC 

應該是一個比較好的策略 去增持此等產品的機會 

另外亦有客戶關注息率的去向對樓市的影響 

姚生可否和大家分析一下 

加息對於本港樓市會有多大的影響 

大家都知道息率對樓價甚為敏感 

今日公布了一些關於樓價的數據 

連續四個月的樓價都是向下 

重返十一個月前的水平 

加息是否真的是猛於虎? 

本人覺得無用置疑 

加息對資產或是剛才提及的樓價將會有一定影響 

這點是無可置疑的 

簡單來說, 很多投資者都會有一個想法 

將一筆資金作出投資的時候 

回報究竟會有多高 

加上貸款成本一直增加 

影響最終的投資取向 

當然最重要的仍是大環境的因素 

需求方面, 亦不能夠抺煞 

其實很多人對樓宇方面的需求仍在增加 

這點亦是事實 

所以綜合上述兩個因素 

結論是樓價可能會有一定的壓力 

但很大的下行風險 

甚至乎剛才提到短期大跌的風險則未必會見到 

至少剛才提到的幾個因素 

息率將會慢慢增加 

各投資者可衡量自己的需要 

加上市場仍有很多實質用家的需求 

這個需求未能大幅削減 

加上短期疫情的問題 

不過事情終歸亦會解決 

對大環境方面, 中長線仍是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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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買家需要衡量自己貸款的能力 

加上需求, 再加上購入樓宇的用途以作衡量 

 

當然資產方面沒有之前的高回報 

轉向其他的投資仍不失是一個好的選擇 

接着的題目剛好相反 

客戶詢問現時內地放寛銀根 

但對於現時出現問題的內房 

可否避免現時大幅違約的情況 

現時銀根鬆了, 對內地的房地產市場亦有一定幫助 

梁小姐可否分享一下看法 

其實中央放寛, 只是想穩定市場 

並非要讓大水流入 

一是以穩定為先 

至於是否還有一些內房將會出現倒閉和破產 

就需要重新調整 

未來仍有機會再有內房出現問題 

因為大家知道第一季是內房還債的高峰期 

與及現時內地的樓市亦是很慢 

本人覺得內地樓市的銷售 

可能要待第二季之後才可慢慢加速 

而在第一季銷情如此慘淡的時候 

就是視乎中央會推出甚麼政策 

可以令到快要支撐不住的內房 

獲得一些國企出手救助 

或是有一些資產管理公司收購資產 

令到內房的流動性可以繼續支撐下去 

但不排除仍有一些資產負債表不是很好的內房 

最差的一些內房仍有機會倒閉 

雖然未結束,但曙光已在 

其實還有兩題英文問題 

有關俄羅斯市場的要請教博士 

It is the right time to buy Russia's E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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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是否適合時間去購買俄羅斯的掛勾證券 ETF 

以及應否買俄羅斯這個市場呢? 

有請博士 

俄羅斯市場其實已經停止運作 

基本上俄羅斯政府都認為現在是很動亂的時間 

所以暫時都應該給大家冷靜下 

那要看他們什麼時候重開 

重開時我相信應是很有信心的時候 

認為所有問題也擺平了 

所以現時想進入俄羅斯市場是暫時不可以 

而 ETF為什麽可以? 

因為 ETF不是股票 

是另一種遊戲來的 

所以現在趁低買 ETF是可以考慮的 

真正重開時一定是很有信心 

弄妥當所有事情才重開 

現在真是跌了很多 

那真是要把握到機會才可以,還要待開返市先 

跟著下來有一題目很多人想問 

今年中國市場表現不錯,比較理想 

但是同時又不想失去美國這個投資機會 

加上有很多美資因素和整體環境下 

其實應該怎去選擇好呢? 

請 Ken教下大家應該怎去操作 

或者我用三個元素去想投資的部署 

今年如剛才開始時提及過 

地緣政治問題持續 

加上疫情等因素 

做投資都要靈活去做 

過往大家獨沽一味 

在某一種資產類別上賺錢或在某一個地方賺錢 

今年要多做一種零活和動態的選擇 

在適當時間做適當部署是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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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比較靈活 

第二就是要懂得做一個配置 

本人稱作是一個全球的配置 

中國市場有她的全球優勢 

例如剛才提及的銀根放鬆 

對股市增長有幫助 

同樣美國有些板塊也是做得不錯 

加上最近下調不少 

有很大機會反彈 

所以地區方面 

我們要學懂適當地配置 

包括成熟市場、亞洲的、中國市場 

平均些分佈,不要集中在一個單一區域 

再加上最後一個方法 

剛才有講者也有提及 

一個均衡的組合 

什麼是均衡組合呢? 

即是不要只買股票或債券 

可以股債混合 

如果對股市信心大些 

見最近跌幅已經相當 

或因單一事件引致下跌 

就可以股多些,債少些的混合組 

相反來說, 你很担心 

認為尚有很多問題存在 

相反, 以債為多, 減少持股 

股債配置不失為一個投資方向 

本人認為這三個投資因素 

既靈活、又可配置,加上均衡部署 

也是今年值得留意的方法 

即是不可將所有雞蛋放在一個籃子內是最重要 

正正是 Ken剛才提到的地區分佈要平均 

有位客戶問看不看好新興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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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小姐又有什麼看法?看不看好新興市場? 

即是不可將所有雞蛋放在一個籃子內是最重要 

正正是 Ken剛才提到的地區分佈要平均 

有位客戶就問看不看好新興市場 

或者是否繼績看好 

梁小姐又有什麼看法? 

新興市場有什麼條件去支撐它可以繼續做好呢? 

剛剛我們提及很多中國人民幣為基礎的資產 

不論是中國債、中國股 

我們其實認為今年相對是可取的 

其實中國佔了新興的一個很重要的比例 

若說到其他新興市場 

其實亞洲其他新興市場今年也很有機會的 

因為每一次的經濟週期 

如果在中國是放鬆的 

對亞洲也有很多的好處 

因為亞洲很多地區都依賴中國 

同中國的貿易、和中國的出口、中國的供應 

因為大家鄰近 

大家互相取用對方的物資 

所以當中國放寬經濟是穩定時 

對應周邊幾個主要地區的股票通常都是正面的 

另一方面,大家知道 RCEP簽了 

今年開始生效, 令整個亞洲區 

即是中國和其他新興市場 

特別在貿易方面 

有很多的阻滯和關税 

那些已經免除了 

現在的經濟連繫更加緊密 

所以當中國放寬 

更加受惠亞洲新興市場 

跟著下來有幾個問題都是問回中港股市的 

很想博士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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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到上年就買了很多中概股 

現在應否溝淡 

還是看定一些,待戰事結束再作打算 

最實際是問中港股票市場會如有什麼趨勢? 

博士你看法如何呢? 

本人一向的投資原則就是不参與溝淡遊戲 

溝淡有一種心理問題 

認為買這首股票一定要穩賺錢 

現在虧了本, 再注錢進去 

就可希望平均成本會低些 

問題是你是否有能力捕捉最低的價位 

如果不是,價位再低些又如何呢? 

結果只會不停留意這隻股 

死都只是看到這隻股 

不停注錢進去這隻股 

本人一向不贊成溝淡 

我們應全面去看 

例如中概股,你不需要針對某一隻股 

你可以看看其他的中概股 

有沒有翻身的機會 

不要只看一隻股  

我剛才也有提到中概股分兩種 

是兩種不同的市場概念 

中國與香港市場是兩個不同概念, 個別發展的 

一個是在 2020年升得太過火熱的泡沫股 

不說什麼科技股,是泡沫股 

過去升得很厲害 

現在是否調整結束?可能未完的 

和 2020年的價值對比一下 

若還有超過一倍的升幅 

代表調整未完全的 

另一種是 2020年因中央壓縮 

2021年連續兩年的壓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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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到它們當黑鑊, 今年因為中央的放水 

它們有機會反彈 

這些調節大家要留意的 

至於房地產問題 

可以肯定也是個別發展的 

房地產也一樣 

有些企業以前很勇進 

以致借貸過多, 現在是收縮 

這個收縮的過程是很痛苦的 

同時收縮時間是不會很短 

相反是會很長的 

為何不會時間短呢? 

因為那些管理層怎樣也希望可以捱得過去 

盡量去捱,即是不輕言投降 

 

不肯賤價出售資產 

如果他們肯平售資產 

他手中有資產的 

他可以用資產換回資金 

債務相對也會下調 

但直至今天他們還是盡量拖延 

令問題拉得更長時間 

所以我們要留意每一個不同的企業 

他的管理層面對困難時 

用什麼態度去處理 

如果他們的管理層明白整個市是如此 

他們就會願意用平宜些的價錢 

出售資產套回現金 

降低債務後再出發就好了 

只是整個公司縮小了 

不能像以前般富有 

他們財產也縮水 

但現在是盡量拖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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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困難也拖長了 

問題應該這樣看 

所以我們不應說應否溝淡 

我們應該看個別股、個別的板塊 

最後有些家庭觀眾想問一下 

看到商品市場的油價急升了上去 

他們擔心現水平是否可以入油股 

同時黃金又怎樣呢? 

這個不如姚先生給我們説説 

商品市場風高浪急的情況下應該怎去部署呢? 

本人看今天商品價格來說 

都有一個很快迅的價格上升 

正如剛才所說小心風高浪急 

突然間不知如何抽身 

一個訊號提醒離場是要考慮的地方 

加上黃金傳統是避險工具 

但在整個加息週期中 

黃金是否真的是利好呢? 

留意黃金是沒有利息的 

相反其他貨幣在加息下 

包括如美金的息口抽高 

黃金仍然是否持續利好? 

這是一個問號 

如剛才說的地緣政治因素一旦慢慢解決了 

黃金的需求就會少了 

油價、天然氣價格升了很多 

都是與一個地緣政治因素有關 

不過相對來說担心供應減少 

所以價格會上升 

不要忘記油價、天然氣價格 

這些要看經濟面本身 

如果全球經濟全面復甦中 

對石油的需求自然持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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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不是如此 

假設經濟環境仍不是很好 

亦要小心現在的價格是否過高 

留意是什麼時候買什麼時候賣 

最重要的是分散風險 

在比較波動市中是要小心選擇 

多問一個問題 

如果油價和金價我們仍未清楚會否繼續上升 

但如真是上升, 市場會出現很多憂慮 

會否出現滯脹、通脹升得很急的時候 

導致聯儲局急速地加息 

反過來經濟追不上而形成滯脹 

經濟書沒有教滯脹可以如何應付 

梁小姐會否真的有這種情況出現? 

其實一向聯儲局都是認為美國經濟過熱 

勞工市場是傭用不到工人 

不夠人工作 

在經濟過熱、人工上升的情況下 

通脹就會急速上升 

而供應鏈又斷裂令很多東西價格上升 

他們想多次加息是為了抗通脹 

並不是要抗經濟的 

但如果他們一而再加息 

加了十多點後會發覺經濟很快慢下來 

就一定會調整步伐的 

所以在這情況下 

很多分析員出來說要加七次、九次 

本人認為真是太早去講這些了 

因為有很多變數 

不知道經濟情况是否真的會慢下來 

如果經濟仍保持過熱 

勞工市場仍然是如此好 

他們當然可能繼續加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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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不是如此 

例如有很多經濟現在放慢 

甚至如Winnie講可能會滯脹 

那他們便會停止加息 

最後問多一個題目 

都是有人關注中港股市的看法如何 

博士,請你最後說說 

大家都想知你的觀點如何?究竟你怎看中港股市 

現在是否時候?如何去把握呢? 

其實我剛才說過兩三次 

中港股市無論去年、前年、今年都會是個別發展 

前年 2020是新經濟股起飛 

而舊經濟股就下跌 

去年就相反,新經濟股由高位 

泡沫爆破跌下來 

舊經濟股復甦 

今年新經濟股的泡沫未完全消失 

繼續有下調空間 

但應差不多了,因跌了不少 

因始終有不錯的盈利 

同時如剛才提及的元宇宙等等 

即是長遠來看跟人類生活的關係越來越重 

所以長遠來看潛力會很大 

舊經濟股去年開始復甦 

今年仍會繼續慢慢復甦 

但在今年年初或是去年底的時候 

都出現了一輪的炒作 

因為大家當聽到中央有意放水 

便爭先恐後地衝入市場 

起初出現一些炒作 

一些內銷的股票突然間升了很多 

但實際上是否市場仍未開始復甦 

所以若是近期升勢很急的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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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沒必要跟風高追 

所以還是維持剛才幾位嘉賓的意見 

今年最理想的部署是分散投資 

因為不同過別的板塊有些已經升得很高 

然後大幅跌下來 

還有些徘徊在低位慢慢復甦 

我們需要盡量找出平衡 

所以今年分散投資是很重要的 

千萬不要獨沽一味 

投資不能懶惰 

經常都要留意局勢避險 

多謝三位給予大家的意見 

我們的答問環節分享到此 

但大家千萬不要走開 

我們要開始最後一輪的幸運抽奬 

和剛才一樣, 我們都是以電腦隨機抽出幸運兒 

這個環節我們會頒發三個奬項 

將會有三位的幸運兒 

各位報了名參加講座的客戶 

全部姓名都會自動輸入電腦 

會得到 TEA WG下午茶二人套餐禮券一張 

我們且看第三位的幸運兒是誰 

屬於姓吳的客戶,恭喜你 

我們已看到畫面顯示的電郵地址 

接着再多抽一位 

第四位的得奬者是姓黃的客戶 

我們已看到閣下的電郵地址 

最後一位的得奬者, 屬姓陳的客戶 

我們亦已看到閣下的電郵地址 

恭喜以上五位客戶 

大家的專屬客戶經理將會聯絡閣下以領取奬品 

今日的講座已到尾聲 

再次多謝三位嘉賓和大家分享虎年的投資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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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多謝各位恒生銀行的客戶 

抽空參加是次的網上直播投資講座 

大家的專屬客戶經理很快便會再次和大家聯絡 

在此祝大家在虎年身體健康 

當下一定要投資好運 

今日的講座至此結束 

再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