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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4 月新屋銷售下跌 16.6%，以年率計跌至 59.1 萬間，遠少過

市場預期。加上美股 Snap（SNAP）料第 2 季度收入及經調整後盈利將

會低於預期，股價下跌，拖低納指表現。周三恒指輕微高開後，在匯控

（00005）及中移動（00941）等舊經濟股帶動下，一度重上 10 SMA 及

20 SMA 水平，但在科網股走勢的拖累下，指數難逃走軟之命運。

參考個別輪證發行商網站，在截至 2022 年 5 月 25 日 8 時，錄得

單 日 最 多 資 金 流 入 是 恒 指（ 好 ）， 約 10,704 萬 元； 錄 得 第 2 多 是 騰 訊

（好），約 3,556 萬元。錄得 1 日最多資金流出是恒指（淡），約 2,365

萬元；錄得第 2 多是中移（淡），約 1,261 萬元。數據反映投資者趁恒指

下跌，並一度失守 20,000 點之時，把淡倉獲利，並反手建好倉。

看好後市者，可留意恒指牛證 51041，回收水平 19,600 點，到期

日 2025 年 1 月 27 日。看淡後市者，可留意恒指熊證 50356，回收水平

20,814 點，到期日 2022 年 9 月 29 日。

快 手（01024） 在 2022 年 首 季 的 收 入 為 人 民 幣 211 億 元， 同 比 上 升

23.8%，增長主要來自於線上營銷服務、電商業務及直播。其中線上營銷服務收入

為人民幣 114 億元，同比上升 32.6%，主要是由於用戶流量增長以及廣告主數量

增加，這得益於廣告主用戶體驗及廣告效果提升。直播業務收入為人民幣 78 億元，

同比上升 8.2%，得益於月付費用戶同比增長 7.8%，內容質量及運營效率的提升。

其他服務收入為人民幣 19 億元，同比上升 54.6%，主要是由於電商業務的擴展。

期內毛利人民幣 88 億元，同比上升 25.7%，毛利率由 41.1% 升至 41.7%。在其

他成本控制得宜下，期內虧損由人民幣 57 億收窄至人民幣 37 億元。雖然快手業績

仍錄得虧損，但在控制成本方面做得不錯，並贏大行及投資者支持。其實說穿了，

科技行業似乎已經由一個積極「開源」的時代，進入要以「節流」守成的時代了。

看好快手者，可留意 call 15761，實際槓桿 2.255 倍，行使價 63.9 元，到

期日 2023 年 3 月 24 日。看淡者可留意 put 13610，實際槓桿 2.083 倍，行使價

65 元，到期日 2022 年 10 月 31 日。

筆者為香港證監會持牌人士，不持有上述股份。

開源有功更重節流
快手首業業績勝預期

單天未能保至尊
恒指力守20000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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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物流採購聯合會公布，

今年首 4 個月，內地社會物流總

額 達 106.2 萬 億 元 人 民 幣（ 下

同），按年增長 3.6%。單計 4 月份，受疫情等因素影響供

應鏈循環不暢，物流運行有較大壓力，但農產品、能源採礦

等基礎產業物流需求實現增長。

新 冠 疫 情 損 害 經 濟， 智 庫 米 爾 肯 研 究 院 認 為， 內 地

能否達成全年經濟增長目標約 5.5% 仍有較大變數，首季

GDP 增長雖有 4.8%，但上海封城逾月，地緣政治影響下，

上月零售數據呈雙位數跌幅，投資增速放緩，因此目前形勢

而言，全年增長能有 5% 已然不差。

外電最新報道，美證交會（SEC）表示，中美就在美

上市的中概股會計監管協議，仍存在重大分歧；SEC 指，

即使兩國將來達成協議，也只是第一步，因美方仍需要實地

檢查。該會認為，中國政府應考慮將資料過於敏感而無法合

規的企業，從美國退市。

昨日 A 股走堅，滬綜指收 3,107 點，升 36 點或 1.1%，

成交額 3,423 億元人民幣（下同）；深成指收 11,143 點，升

77 點或 0.7%，成交額 4,163 億元；創業板指報 2,325 點，

升 7 點或 0.3%，成交額 1,294 億元。外資錄淨買入 34 億元。

港股兩連跌後反覆向好，恒指高開 3 點後，一度倒跌

44 點至 20,067 點，最多升過 258 點見 20,370 高位，最

後收升 59 點或 0.3%，報 20,171 點；國指升 15 點或 0.2%，

報 6,898 點；恒科指則收升 11 點或 0.3% 報 4,043 點。全

日總成交額僅約 1,034 億港元。

金融繼續領升，「獅王」滙控（00005）欲罷不能再漲

逾 3.1%，收 50.95 元，拉升大市 59 點，已是昨日港股全日

升幅所在，更為升幅最大藍籌。渣打（02888）及中銀香港

（02388）亦齊升逾 1%，建行（00939）升 0.8%，友邦保

險（01299）升 0.1%。除淨的中移動（00941）升 1% 企 51 元，

而港交所（00388）則逆市跌 0.06%。

大 型 科 網 表 現 參 差， 快 手（01024） 漲 5.3%； 美 團

（03690）升 0.06%。騰訊（00700）跌 1.1% 至 334 元，阿

里巴巴（09988）與京東（09618）同跌 1.5%，「B 站」嗶

哩嗶哩（09626）則大插 4.3%。

計劃回購 A 股的洛陽鉬業（03993）收升 3%，資源

股 亦 跟 上， 兗 礦 能 源（01171） 漲 3.5%； 神 華（01088）

升 1.3%，中煤（01898）升近 3.2%。

中海油（00883）行使 A 股超額配售權，增加集資逾

42 億人民幣，股價收升 1.7%。

大快活（00052）發盈警，收跌 0.2%；市傳永利澳

門（01128）向部分管理層提出今年 6 至 12 月的 10% 薪酬

自願性質改用公司股票發放，永利收跌 1.1%。

中國信通院指，4 月份內地市 場手機出貨量 1,807.9

萬 部， 按 年 跌 34.2%， 其 中 5G 手 機 1,458.5 萬 部， 按 年

減少 31.9%，卻已佔同期手機出貨量 80.7%。

首四個月總體出貨累計 8,742.5 萬部，按年下降 30.3%，

其中 5G 手機 6,846.9 萬部，按年跌 25%，佔同期手機出貨量

78.3%。

手機設備相關股份個別發展，舜宇光學科技升 2.2%，

瑞聲科技跌 1.9%。小米升 0.5%，公司旗下品牌 Redmi 發

布 2 款新手機。

新地成為瑞信投資首選
投行瑞信預期，本港零售銷售有望在「報復性消費」

下復甦，但奢侈品消費前景則具挑戰；而寫字樓市場租金趨

穩，因此等需求不太可能有強勁回揚動力。

聯儲局加息，該行預料本港按揭利率會溫和上升，銀

行體系流動性充裕，加上首季較少新盤，在被壓抑需求支持

下，對本港發展商第 2 至第 3 季銷售維持正面看法。

瑞信認為，香港地產股估值吸引，可繼續跑贏大市，

其中住宅發展商可看高一線，投資首選新地（00016），皆

因其項目管道充足。新地昨收 95.4 元，微升 0.6%。

筆者未持有上述股份。

重點推介 地產指數

美日台惹火 2 萬點保衛戰 

尋找具防守性股份 中國太平值關注

烏俄戰爭持續 紫金礦業有望追落後

單天未能保至尊 恒指力守 20000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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滙控飆逾3.1% 貢獻全日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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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預測美元可能持續走強而稍為看淡黃金，但美元

指數受數據的影響，轉升為跌，創 4 月 26 日以來的新低

101.78，各主要外幣均上升，金價守穩在 1,780 美元水平

後轉弱為強，升破 1,845 美元阻力，執筆時在 1,860 美元

水平徘徊。隨著美國聯儲局在 6 月和 7 月的會議上勢將各

加息 50 個基點的預期被市場消化，投資者慢慢消減對美元

進一步上揚的押注，對金價起到支持作用。

美元走軟為黃金帶來了支持，黃金本周開始再次受到

ETF 的青睞，根據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的統計，上周投資

黃金的資金進一步撤出，多頭頭寸降至上年 9 月以來最低

水平，但隨後拋壓已經減弱，投資者開始重新進駐，市場

氣氛轉熱。

聯儲局今年自 3 月以來連續加息，把短期借貸成本由

接近零的水平，提高到目前 0.75 至 1% 的水平，6 月和 7

月毫無懸念，應會繼續加息 50 個基點，但之後如何決策開

始出現分歧。年底前應該會加至 2.75% 之上，或只保留在

2% 至 2.5% 相對溫和水平，仍存在不少變數。聯儲局面臨

的挑戰，是既要收緊政策遏制處於 40 年高位的通漲，又不

至令經濟陷入衰退。通漲受控前聯儲局不可能放軟手腳，

但這樣美股和傳统金融出現崩盤和下調的震盪機率便大增，

市場在急跌的情況下往往需要沽金救市，所以即使看漲金

價，仍需要量力而為，做好風險管理。

油價亦隨時成為金價向上的催化劑，下週一為美國陣

亡將士紀念日，是每年標誌著美國駕駛高峰季節正式來臨

的日子，近日油價已經處於高位，高峰季節要到 9 月份的

勞動節假期才結束。

俄烏戰爭陷僵局，俄方似乎無心戀戰，今年年初金價

飆升，戰爭是主因，最近美方訪韓時的言論，及拜登在日

本發表關於台灣的言論，到對地緣局勢帶來不穩定因素，

若局勢有所升級，勢必為金價注入新一波的支持。

SPDR 黃金基金持貨量，5 月 24 日為 1,068.07 噸，

比上週激增 18.86 噸，差不多收復前週的失地，投資者的

情緒稍有好轉。金價暫時突破近月形成的下降趨勢線，多項

指標如 MACD 亦出現上破訊號，目前金價受限在 38.2%

回升的 1,867 阻力，若能一舉突破，大家要留意 1,892 美

元（50%）及 1,917 美元（61.8%）。

美 元 轉 弱  金 價 反 彈焯華貴金屬研究部焯華貴金屬研究部

中原城市領先指數 中原大灣區指數 美聯信心指數

本周公布 181.84 本周公布 123.22 本周公布 52.9

與上周比較 ▲ 0.33% 與上月比較 ▲ 2.5% 與上周比較

▲

1.5%

與上月比較 ▲ 1.38% 與上月比較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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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面對經濟衰退、

高通脹及多年來最急速的貨

幣緊縮政策底下，美股道指

年內下跌 13.97%、納斯達

克年內下跌 27.42%，標普

500 年內下跌 18.14%。道

指已經連續第八周下跌，並

創下了 1923 年以來最長的

連續下跌紀錄，標普、納指連續 7 周下跌。較早前

公布之消費物價指數（CPI）按年升 8.3%，較 3 月

時的 8.5% 回落，但數字仍然高企，且高於市場預

期的 8.1%。相信未來高通脹仍困擾美國經濟。美國

聯儲局主席鮑威爾早前重申，當局未考慮一次加息

0.75 厘，但利率期貨數據反映，交易商預料，聯儲

局 6 月加息 0.75 厘的概率高達 75%。相信六月份

美股走勢在負面數據配合下仍極不明朗，投資者應

小心部署。

地緣政治衝突，加上通脹高企，傳統避險的資

產 - 黃金大行其道，紐約期金於 3 月一度升至 2,082

美元，創逾一年新高。隨著美國加息步伐與力度日

漸明朗化，美元匯價持續走強，金價自然受壓。但

近日金價回升至 1,860 美元，一眾黃金板塊亦走強，

股價逆市上升，投資者可留意近日比較落後之紫金

礦業（02899）。

紫金礦業發表首季報告，期內收入營業收入約

646.71 億元人民幣（下同），按年增 36.4%；純利

約 61.23 億元，按年增 143.9%；每股收益約 0.233

元。2022 年首季產能顯著上升，主要受惠於塞爾維

亞佩吉銅金礦上帶礦、卡莫阿 - 卡庫拉銅礦、西藏

巨龍銅礦等重點項目順利投產；而 2022 年一季度

公司礦產金產量同比增加 17%，礦產銅產量同比增

加 53%，礦產鋅產量同比增加 12%。

於第首季度中黃金銷售價格同比持平，銅產品

售價同比上漲 11%，礦產鋅售價同比大漲 38%。相

信在俄烏衝突和全球通脹升温下，資源價格難以下

調，今年在產能及收入有望再創新高。建議投資者

可以現價分段吸納，今年上望 12.5 元。

筆者持有上述股票及相關權益

      潘鐵珊     林家亨  鄧聲興 劉宇亮                    阮家洛         藺常念          溫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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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倩瑩 莫以思 常歡     蔡鶴卿     方澤翹 布少明 吳子軒 徐燦傑    張明德 黎家聰
        盧盡義   慕容風 王俊文 潘啟才   何智暉       鄭希鈉 ( 巨鯨 )     蕭永文 灝昇 小子 
                   陳秀文 ( 十姐 ) 竇蓉 薛俊良            何保            龍 SIR

星期一
港股拆局王 

星期二
投資先機匯

星期三
星火研究室

星期四
三元炒股幫

星期五
天宏獨角台

面對恒指已超過一周方向未明，謹慎投資者應選擇

具防守性股份進場為佳，中國太平（00966）是其中之

一，參考去年 3 月 4 日股價高見 19.12 元（為 2021 年

最高價），之後不斷反覆向下，較今年 3 月 15 日最低收

報 7.91 元，約一年累跌逾五成八。以 5 月 23 日上午收

報 8.46 元與 7.91 元比較，僅高 6.95%，少於一成反映

差距不大，並且現處 2007 年 4 月以來的低水平，距今

歷時超過十五年，反映現價進場風險不大。

另於今年 4 月 27 日收市後發布的 2021 財政年度

的年報顯示，截至去年 12 月底資產淨值約 880.67 億

元人民幣（下同），而現時已發行股數約 35.94 億股，計出每股淨值折合

為 24.5037 港元，相對 8.46 元之市賬率為 0.35 倍，低於 1 倍反映現價偏

低。此外，參考 2019 至 2021 年之每年最低市賬率為 0.43 至 0.8 倍，平均

值為 0.56 倍，高於現時的 0.35 倍，反映現價實則偏低。平均值相對每股

淨值為 24.5037 元，得出每股合理值為 13.62 元，較 8.46 元之潛在升幅為

60.99%。

再者，集團於 2016 至 2021 財年每股股息介乎 0.1 至 0.46 港元，平

均值為 0.2433 元，於 2021 財年每股股息為 0.46 元，期內最高。每股股息

0.46 元相對現價 8.46 元，計出股息率為 5.44%，超過 5 厘屬於具防守性

之證明。此股顯然屬中長線投資性質，持貨不少於一年可看目標價為 13 至

14 元；而止蝕位為買入價下跌 20% 可考慮離場。另須留意鑑於近期恒指表

現波動，遇上股價下挫時，投資者應嚴守止蝕為佳。

筆者未持有上述股份。

五行

大贏家

聶振邦

尋找具防守性股份 
中國太平值關注

烏俄戰爭持續
紫金礦業有望追落後

「澤」星「澤」星
週記週記

方澤翹
國農證券投資經理

美國總統拜登表示，中國無

權以武力奪取台灣，美國有意以武

力保衛台灣，港股剎時戰雲密布！

恒 指 周 二（5 月 24 日 ） 低

開 49 點報 20,420 點後跌幅擴大，

午後破 20,000 關低見 19,989 點。

技 術 上 恒 指 沒 能 站 穩

20,300 點便會向下流放，19,600

點是短期目標。中央降准、減息、鬆綁、行業提振等消息盡出，A 股表現

仍乏善足陳，恒指更不消說！

有口痕友不禁概嘆：2021 是不少金融市場的牛市，唯獨中港股市大

玩性格調心態──板塊輪動，人升我跌！到了現在全世界都不景氣，想將

大市拉回又談何容易……

拜登：予台灣的「幫助」多過烏克蘭
日前拜登在訪亞之旅時公開表示，如果台灣遭到中國攻擊，他將動

用軍事力量來保衛台灣。對此坊間解讀為：這是對歷任美國總統傳統上喜

歡保持的「戰略性模糊」的摒棄！

美國總統硬起來，美股大升，但亞太股市未見受惠！恒指周二（5 月

24 日）低開 49 點報 20,420 點之後跌幅擴大，午後更失守 20,000 點大

關，低見 19,989 點。尾市跌幅收窄，恒指收報 20,112 點，跌 357 點或

1.75%，國企指數收報 6,883 點，跌 139 點或 1.98%，科指收報 4,032 點，

跌 145 點或 3.48%，成交金額 1,136.39 億元。

即月期指收報 20,114，跌 305 點，高水 2 點，成交 11.05 萬張。下

月期指收報 19,911，跌 299 點，成交 18,219 張。

中央鬆綁？汽車股受惠

國務院周一晚決定將階段性減徵部分乘用車購置稅 600 億元人民幣，

傳統汽車股走強，長城汽車（02333）逆市急升 5.08%，收報 12.42 元；

吉利汽車（00175）急漲 3.52%，收報 14.12 元，為表現最好的恒指成分

股；東風汽車（00489）漲 1.06%，收報 5.7 元；電動車股則走弱，當中

小鵬汽車（09868）首季業績不及預期，股價插 9.14%，收報 82.55 元；

蔚來（09866）瀉 8.08%，收報 121.7 元；理想汽車（02015）下滑 2.6%，

收報 89.8 元；比亞迪（01211）挫 5.77%，收報 254.8 元。

國家移民管理局呼籲居民非必要非緊急不出境，濠賭股受壓，金沙

中國（01928）挫 7.53%，收報 14 元，為最表現最差恒指成分股；銀娛

（00027）跌 5.23%，收報 38.95 元；永利澳門（01128）跌 2.78%，

收 報 4.2 元； 新 濠（00200） 跌 3.33%， 收 報 4.94 元； 美 高 梅 中 國

（02282）跌 4.68%，收造 3.67 元；澳博（00880）跌 3.83%，收報

3.01 元。

科技股無運行
科技股走弱，騰訊（00700）跌 2.54%，收造 338 元；阿里巴巴

（09988） 跌 1.76%， 收 造 83.6 元； 京 東（09618） 瀉 5.26%， 收 報

201.6 元；美團點評（03690）挫 4.83%，收造 159.6 元；快手（01024）

跌 3.94 %，收報 63.35 元；小米（01810）跌 2.96%，收報 11.16 元。

藍籌繼續擴軍或掀追貨意慾
恒生指數公司上周五公布季檢結果，中升（00881）、中芯（00981）

順利染藍，宏橋（01378）及東方海外（00316）爆冷成為恒指新貴，瑞

聲（02018）則被剔走。恒指成分股數目由 66 隻增至 69 隻，將於 6 月

13 日生效。4 隻新貴佔恒指的權重以中芯最高，為 0.6%，東方海外、中

升及宏橋，依次序佔 0.27%、0.26% 及 0.18%。

中金發表報告指追蹤恒生指數的 ETF 資金規模約為 238.5 億美元，

料在藍籌新貴中，中芯獲被動資金流入最多，達 1.4 億美元，所需交易時

間達 2.3 天。至於京東（09618）佔恒指比重亦由 1.66% 升至 2.58%，

料有 2.2 億美元被動資金流入。

4 隻藍籌新貴股價均逆市上升，其中東方海外更創上市新高，高見

262.2 元，最多升 7.7%，收報 258.8 元，仍升 6.3%，成交額 6.7 億元。

中國宏橋亦有追捧，股價最多升 9.5%，高見 10.02 元，收報 9.87 元，升

7.9%，成交額 4.3 億元。至於 2 隻新晉藍籌股，中升及中芯分別升 0.1%

及 3.3%，收報 51.95 元及 16.82 元。被剔出恒指的瑞聲則急挫，曾低見

16.1 元，最多跌 8%，收報 16.3 元，跌 6.9%。

20300 守不住「係咁先」
根據日缐圖上，恒指正從今年 2 月份以來的下降軌苦苦掙扎，重上

保歷加通道中軸後，連日守住中軸（約 20,264 點），在周一（5 月 23 日）

跌至 20 天缐（約 20,300 點）即見支持，只要守住中軸，理應可回試頂

部約 21,200 點。

因為恒指近一個月營造上升楔形，如確認突破，先上試 5 月初高位

21,300 點，再挑戰 4 月初高位 22,500 點，下方宜守 20,000 關。可惜昨

天已失守 20,000 點，後市不容樂觀。

左右開弓 投石問路
據《炒股幫》社長劉東霖表示，目前

港股市場信心不足，投資者缺乏底氣，資金

入市謹慎，料大市會在 20 個交易日之內，

會擊中 19,600、20,800 兩個點，但先升後

跌，抑或先跌後升，就要看造化了。

他補充，於周三（5 月 25 日）時段，

通過平台分別又沽又揸恒指 CFD（見圖），

並在本幫官方資訊谷「真．行運學堂大三元」

大方分享。

「留意能否守到 19,800 啦，呢個係牛

證重貨區嚟，目前牛熊證比例幾乎是 7:3 之

比，差在彈一彈再插，還是跌完再彈啫。最

壞 打 算 係 19,100 點， 重 新 企 穩 20,300 點

就加好倉！」

美日台惹火 2萬點保衛戰！

行運社長行運社長

劉東霖劉東霖 玄學家玄學家

李應聰李應聰
《《簡易選股DIY》簡易選股DIY》

岑智勇岑智勇

恒指半年走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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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貝殼擬最快明年香港上市 集資最多 5 億美元
中國母嬰品牌白貝殼（Babycare）計劃最快明年在香港上市，公司已與潛

在顧問進行早期討論，集資額介乎 3 億至 5 億美元。據悉，白貝殼在上一輪融

資中的估值約為 30 億美元，目前上市計劃仍在審議階段，發行規模、地點及時

間有可能會改變。

第七大道斥 3.3 億人幣投資上海半導體矽片生產業務
第七大道（00797）公布，其間接全資附屬無錫第七大道認購上海誠英管理諮

詢合夥企業的份額，總資本承擔為 3.3 億元人民幣（下同）。完成後，上海誠英管理

諮詢合夥企業的總實收資本為 4.14 億元，分別由上海韻禧、黃瑜及無錫第七大道將

分別出資 10 萬、8,407.9 萬及 3.3 億元。上海誠英管理諮詢合夥企業持有上海超矽

投資約 5.29% 股權，後者主要從事大規模半導體矽片生產，其產品用於生產儲存晶

片、中央處理器、圖像處理器及各種半導體零件。

公司認為，上海超矽的定位為集團雲業務的上游公司，鑑於大規模半導體矽片

的未來前景以及集團因認購事項而在高科技行業進一步發展其雲業務的前景，其有潛

力與集團創造業務協同效益。

永利下半年向管理層推九折支薪及一成換股計劃
受疫情、內地收緊跨境資金流動及出入境政策等因素衝擊，澳門賭收持續低迷，

博企現金流漸見緊絀。永利澳門（01128）近日推出「自願性僱員股份計劃」，由

2022 年 6 月 1 日至 12 月 30 日實施，期間薪酬支付九成，其餘一成以股份形式發放。

永利回覆查詢時表示，該計劃向管理層推出，參與計劃的管理層成員的部分薪

金將以股份形式發放。早前亦有報道指，包括永利澳門行政總裁潘國宏、總裁高哲恆

及首席營運總裁陳志玲等，均自願全部或部分減少今年剩餘時間的基本薪金，以換取

股票期權或限制性股票，增加其在公司的持股比例。

小米發布 Redmi Note 11T 系列手機
小米（01810）旗下 Redmi 發布 Redmi Note 11T Pro、Redmi Note 11T Pro+ 兩款新

機。其中，推出 Note 11T Pro 和 Note 11T Pro + 手機，售價分別為 1,699 元人民幣（下同）

及 2,099 元。Redmi Note 系列首次搭載 LPDDR5，Note 11T Pro + 搭載了「天璣 8100」

芯片，工藝、架構全面升級；內存速率提升較上一代視頻編輯提速 200%。Redmi Note 11T 

Pro+ 是首款通過 DisplayMate A+ 認證的 LCD 手機。

此外，小米發布 Redmi Book Pro 15 2022 銳龍版筆電，全系首批搭載 AMD 銳龍

6000H系移動處理器，採用「ZEN3+」全大核架構；15寸機型R5/集顯版正式售價5,499元，

「618 到手價」4,699 元。小米集團合伙人，中國區、國際部總裁，Redmi 品牌總經理盧偉

冰表示，截至目前，Redmi Note 系列全球累計銷量已經突破 2.8 億台。

網易丁磊：冀未來海外研發佔比擴至 40% 至 50%
網易（09999）首席執行官丁磊在首季財報電話會議上表示，集團對海外包括

歐美和日韓市場和開發都非常重視，目前逾 80% 研發資源都投在中國，海外佔百分

之十幾，希望未來能擴大至 40% 至 50%。

集團亦非常積極地爭取和海外各種團隊討論投資和合作開發，包括到網易公司

來開發，通過各種手段來參與到內容的開發過程中來，目標希望在未來三至四年對整

體收入結構和儲備遊戲數量能有比較合理的比例。

對於疫情對公司遊戲業務影響，網易首席財務官楊昭烜表示，在過去一個季度

中，除春節是 PC 端遊戲春節旺季因素影響外，沒有看到手遊業務出現明顯的，在平

均每用戶貢獻營收和玩家使用時長方面的增長，情況一直比較穩定，沒有出現因為季

節性因素造成的大的波動，疫情的影響也不是太明顯。

丁磊則強調，中央政府對於遊戲行業監管的初衷是希望作品能給予年輕人和用

戶更多正能量，集團對內地遊戲市場前景還是挺樂觀的。

國泰君安最高逾 10 億人幣增持華安 8%
國泰君安（02611）（601211.SH）公布，預計代價不超過 10.12 億

元人民幣（下同）收購華安基金 8% 股權，連同正收購華安基金 15% 股

權交易完成後，預期錄得不超過去年度淨利潤 10% 的一次性股權重估收

益。該集團指，累計收購華安基金 23% 股權後，將持有 51% 股權，令

華安基金將成為其附屬公司，且其財務業績將綜合併入該集團，而華安基

金主要業務為基金管理，去年度純利 10 億元，於去年 12 月 31 日淨資產

約 41.48 億元，而根據估值報告，採用市場法評估，於去年 9 月 30 日的

100% 股權評估值為 126.5 億元。

該集團指，綜合併入華安基金後，在財富管理及金融產品管理協同

效應進一步強化。該集團的財富管理業務可獲華安基金提供的金融產品，

而未來在公募 REITs 業務在內的投行產品供給和金融產品代銷等助力華

安基金。

洛陽鉬業擬最高 5 億人幣回購 A 股
洛陽鉬業（03993）（603993.SH）公布，實施以集中競價交易

方式回購 A 股方案（第三期），擬使用不超過 5 億元人民幣（下同）資金，

以每股不高於 7.25 元回購股份。

該集團指，以自有資金及發行債券募集資金作回購 A 股，若按回購

金額上限、回購價格上限、回購金額下限 2.5 億元測算，預計回購股份數

量不低股本 0.16% 且不超過總股本 0.32%，即約不低於 3,448 萬股，

且不超過 6,897 萬股。假設此次回購資金上限全部用畢，按去年 12 月 31

日數據測算，所佔總資產、歸屬股東所有者權益和合併口徑下的貨幣資比

重分別為 0.36%、1.25% 和 2.06%。該集團指，基於對其未來發展信心，

維護公司價值，擬回購部分 A 股，後續擬用於員工持股或股權激勵計劃等

用途。回購期不超過 12 個月。

濰柴動力 4223 萬人幣回購 360 萬股
濰柴動力（02338）（000338.SZ）公布，昨天首次通過回購專

用證券帳戶以集中競價交易方式回購 360 萬股 A 股，支付總金額為約

4,223.37 萬元人民幣（下同）。該集團指，回購股份數量佔約 0.04% 股

權，每股最高成交價為 11.81 元，每股最低成交價為 11.66 元，而首次回

購股份數量未超過回購發生前 5 個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計成交量的 25%。

該集團早前指，於本月 19 日起，預計回購資金總額不超過 15.33 億元，

實施期限為 12 個月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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