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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明 Sir是加密貨幣投資者，2013年以 80美元持有第一個比特幣開始，之後在幣圈建立國際大型雲端挖礦中心、
XTM虛擬貨幣交易中心等，期間經歷多個升跌浪，對幣價起跌獨具慧眼，擅長拆解虛幣界騙局，幫助投資者達致財
務自由。

香港重磅加密新政 爭全球虛擬資產中心
業界重磅活動——香港金融科技周 (FinTech 

Week) 於 10 月 31 日開幕，同日財庫局發布

震撼性的《有關虛擬資產在港發展的政策

宣言》，強調虛擬資產在市場上已變得不

可或缺，而身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香港將透

過法律及監管制度上的配合，建構更加便

利的環境。向全球業界展示特區政府推動

香港發展成國際虛擬資產中心的願景，以

及與全球資產業界一同探索金融創新的承

擔和決心。

在願景和方針方面，政府表示對全球從事虛

擬資產業務的創新人員抱持開放和兼容的

態度。政府現正與金融監管機構締造便利的

環境，以促進香港虛擬資產行業得以可持續

和負責任地發展。至於大家也關心的監管方

面，港府表示正在加緊籌備新虛擬資產服務

提供商發牌制度，並相信一致、明確和清晰

的整全監管框架，有助奠定穩固的基礎，歡

迎全球虛擬資產業界來香港開拓商機，香港

證監會將會就新發牌制度下零售投資者可買

賣虛擬資產的適當程度展開公眾諮詢。其實

在原有牌照制度下，自 2018 年引入虛擬資

產監管框架以來，證監會分別於 2020 年及

本年 4 月，僅批准一張虛擬資產交易平台牌

照予 BC 科技 (0863) 及一張批准通知書予

Hash Blockchain Ltd，相信新政策將改

善過去以傳統金融框架看待虛擬資產牌照申

請，可達到某程度的革新！

香港下定決心成為全球虛擬資產中心
同日香港證監會、港交所與金管局三大部門也

一起發聲，擬就推行虛擬資產交易所買賣基金

(ETF)、並允許散戶投資者參與證券型代幣發

行 (STO) 及推出綠色債券代幣等新政開綠燈！

證監會副行政總裁梁鳳儀演講時說「我們現時

認為，最初對於虛擬資產期貨 ETF 的某些疑

慮，至今已變得可控，只要設立妥善的保障措

施，便能迎刃而解！正計劃發布有關虛擬資產

期貨交易所交易基金 (ETF) 的指引。」並意

識到分布式賬本技術 (Distributed ledger 

Technology，DLT) 可為證券發行和交易帶來

一些潛在的好處，既可提高傳統金融業的效率

和透明度，同時亦有助降低成本。

香港交易所聯席營運總監姚嘉仁隨即表示，

港交所歡迎證監會准許以虛擬資產為基礎的

ETF 在香港上市。金管局總裁余偉文則表示，

代幣化綠色債券冀於今年內以小規模發行，

並主要面向機構投資者。並指出，該代幣化

綠債的發行試驗計劃正在籌備中，關於發行

形式、方法和金額等仍在研究，但這可能成

為全球首個代幣化的政府綠色債券！

百明 Sir 是資深加密貨幣與 NFT 投資者。2013 年以 80 美元持有第一枚比特幣開始。之後在幣圈建立國際大
型雲端挖礦中心 Pacific Hashing 及 XTM 比特幣站加密貨幣交易中心等，期間經歷多個大型升跌浪，對幣
價起趺獨具慧眼，擅長拆解虛幣界騙局，亦開班教學，幫助投資者達致財務自由。

作者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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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會議後  內地經濟能有起色 ?

Vantage特約分析師 李慧芬。
從事證券及金融服務業超過
15年，專責股票投資及上巿企
業融資。歷年獲內地香港多個
財經節目擔任嘉賓主持，並為
多份財經報章雜誌撰寫專欄，
專業分析市場走勢及投資新動
向。其現時亦為多間服務機構
和商會之委員。 

全球聚焦的中國內地二十大會議，在 10 月

下旬閉幕，閉幕後的首個港股交易日，恆指

暴跌 1030 點，並跌穿 16000 點支持位，市

場恐慌情緒加劇。

 

從股市的反應看，市場可能擔心新的領導班

子未必看重經濟。但筆者及多位學者相信，

中國一定會高度重視經濟發展。

 

全球經濟出現不同程度的衰退，內地決不會

允許經濟運行出現滑坡，亦不會允許經濟基

本面出現下沉，而且中央對宏觀調控有著比

任何國家都更多的工具和手段。

 

中國政府可能會尋求更多的具體措施，以幫

助鞏固經濟復甦，並努力實現其「全面建成

小康社會」的目標。未來需關注 12 月初召

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全國金融工作會

議，預計將宣布主要經濟政策方向。預計工

作會議將重點關注經濟復甦。

而預防金融風險的長期目標，

以及在改善貨幣政策執行方面

的進展，料成為會議的重點。

 

中國不再通過房地產

拉動經濟增長

儘管中國房地產市場運行的底

層邏輯已發生變化，不會再通

過房地產來大幅拉動經濟增

長，但由於房地產業對中國經

濟的貢獻仍較大，在行業下行期對 GDP 增長

的拖累也較重。

 

目前，房地產市場已經處於築底階段。商品

房銷售面積和銷售額按年降幅逐步收窄。近

期，各有關方面集中出台了一系列財稅和利

率政策，主要着眼於需求端。例如，通過個

稅退稅激勵支持改善性住房需求，針對房價

下跌城市階段性下調首套房貸款利率下限，

以及對於房價下降的城市階段性放寬首套住

房商業性個人住房貸款利率下限。此外，人

民銀行還通過下調首套個人住房公積金貸款

利率支持剛需。不少城市地方政府出手收購

商品房，作為保障安置和人才用房等，盤活

房地產市場，加速樓市去化。在各方共同努

力下，落實保交樓、穩民生的責任，房地產

企業努力自救，都將有助於改善市場預期。

 

目前內地經濟已經企穩並開始上行，但仍需

重視改善預期和激發市場主體的

積極性，促進消費持續增長，鞏

固經濟回穩向上的基礎。雖然今

年面臨很多超預期因素的影響，

但內地經濟韌性足、潛力大，經

濟增速在主要經濟體中仍處於較

高水平，仍是世界經濟增長的重

要穩定器和動力源。應堅持實施

擴大內需戰略，堅持市場化改革

方向，從而實現經濟質的不斷提

升和量的合理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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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香港區塊鏈產業協會

邊「X」邊賺的元宇宙經濟模式邊「X」邊賺的元宇宙經濟模式

最近元宇宙的世界裡，最吸晴的項目，莫過於

Solana 的跑步應用「Steph」，不僅帶動了網

路用家 Move to Earn 的賽道，也讓其他行業

的創業者投入到 X to Earn 的細分賽道中。X 

to earn 中的 X 可以是任何東西，一邊學習，

一邊賺錢（Learn to earn）；一邊玩遊戲，

一邊賺錢 (Play to earn)；甚至邊睡覺，邊賺

錢 (Dream to earn)。創業者為了在 Web3.0

分一杯羹，把現實生活及虛擬場境結合，孵化

出千奇百怪的項目吸引用家，亦成為了 Web3.0

創業的發展方向。

那究竟什麼是 X to earn? 
一切能在 Web 3.0 中獲得收益的行為都可以解

釋為 X to earn。其中，X 代表某種場景下的

用戶行為，Earn 代表用戶執行該行為後獲得激

勵的 Token。X to Earn 跟 DeFi 最大的不同在

於，X to Earn 更強調用戶投入的時間成本，

而非資金體量。

在 Play to Earn 項 目 裡，Axie infinity 推

出的項目在去年夏天引爆市場，巔峰時期日活

躍用戶突破 270 萬，讓 2021 年當之無愧成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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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區塊鏈產業協會在過去推行

了不少成功的講座及培訓，要是大

家對科技及培訓教育有興趣，可

瀏覽：

協會將會舉行不同活動，並將會邀

請創業家、創新科技領袖、企業家、

專家學者、投資人、行業代表性的

組織，分享他們的見解，並共同探討

在科技創新領域及數字經濟發展方

面的示範引領作用，以及最新發展

與趨勢。詳情可瀏覽：

Join Us 加入協會
如果你是專業人士，想做好準備區塊鏈對你的專業

造成的顛覆企業管理層，想使用區塊鏈技術做到產

業升級區塊鏈創辦人，想與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爭

取更好的監管、營商環境在學人士，想學到最新的

區塊鏈知識、加入區塊鏈這個行業投資者，想快人

一步找到最有潛力的區塊鏈項目請你立即加入香港

區塊鏈產業協會！

香港區塊鏈產業協會香港區塊鏈產業協會   

王俊文王俊文會長會長

評論香港區塊鏈產業協會
GameFi 元年。人們參與遊戲的理由，從

遊戲體驗過渡到了可以打金賺錢。Play 

to Earn 機制從根本上改變了用戶玩遊

戲的理由，玩家對在網路玩遊戲的期望

也發生了改變。在這種嶄新的網路遊戲

趨勢下，X to earn 就應運而生。

以往，當你於某個平台玩遊戲時，因為

你的參與而所得的利益，會全數被遊

戲開發商或其他中心化組織佔有，而 X 

to earn 的理念，就是將這種利益再分

配，回饋每個貢獻者。通過引進 Token

經濟，將玩家嘅行為與產品建立經濟聯

繫，從而進一步推展虛擬貨幣，虛擬經

濟的 Web3.0 理念。

筆者覺得某程度上，此舉解決了現實世

界中因為資源不均而產生的利益分配不

公平的問題。而利用區塊鏈，我們可以

保障用戶在線上獲取的利益。

而 Move to Earn 更加是一個結合虛擬

與現實世界的最佳方向。以 Stepn 為

例，他是一個 Move to Earn 的應用程

式，獎勵用戶進行實體戶外運動。用戶

只需於 NFT 市場購買數字運動鞋，然後

在戶外散步、跑步或漫步賺取 Token，

用戶亦可以再利用 Token 到 NFT 市場

購買其他產品。形成了一個線上線下合

併的經濟模式。

未來的 Web 3.0 世界，是無國界，無

宗教和文化差異的世代，我們在線上的

每個行為都將會是平等的，期待 X to 

Earn 的模式再進步及深化，在 Web3.0

的經濟世界再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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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香 港 三 色 電 視 大 台， 還 在 學 習 什 麼 是 SEO 

marketing 時，香港政府卻正式宣布推動發展「數

字資產」(Virtual Assets) 及「央行數碼貨幣」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CBDC)， 然

而間接宣布香港正式步入「元宇宙」市場拓展策

劃的年代，讓香港正式進入 Web3 Marketing 的

始元年。但是有趣的尤如今次在香港舉行的金

融高峯會，反映出香港 events 的中介 (Event 

Agents;Marketing Agencies)，仍有待能夠追上

Web3 Marketing 的技巧。

什麼是 Web 3.0 ？
在1990年代後期，發布了 Internet的初始版本，

即 Web 1.0。它是鏈接和主頁的集合。網站的佈

局是單面的；換句話說，用戶沒有足夠的交互空

間。Web 2.0 是在 Web 1.0 之後出現的。除了消

傳統集資路演傳統集資路演
(Fundrasing Roadshow)(Fundrasing Roadshow)  與與
Web3 Marketing AgenciesWeb3 Marketing Agencies 融資融資 嘉麟資本顧問嘉麟資本顧問

陳宏傑陳宏傑

作者簡介：陳宏傑是商業顧問，擁博士學歷，25 年商管經驗，擅

長東南亞營商市場。他是亞洲 CEO 會─越南創會委員會委員，VNHK 

Academy ─香港及越南區企業行政發展教練。

電話 :(852)9103 4705   電郵 :markuspatrickchan@hotmail.com

VNHK Academy



7Moment 投資先機

費來自網絡世界的內容外，這個版本的互聯網

還允許人們在各種媒體中製作自己的材料。多

虧 了 Facebook、Twitter、Instagram 等 平

台，創建和共享信息有了新的維度。Web 3.0 

是第三代互聯網，其中網站和應用程序使用機

器學習、大數據和去中心化網絡以類似智能的

方式處理信息。語義網和人工智能是 Web 3.0 

中的兩個關鍵概念。

Web 3.0 Marketing Strategies
(Web 3市埸營銷策略 )
Web 3 Marketing 是一個通過觀察趨勢和新技

術來探索網絡的概念。這不僅僅是在進化；它

正在徹底改變我們對互聯網的看法。Web 3.0

營銷不僅僅是網站和搜索引擎優化 (SEO)。

Web 3.0 環境通過提供豐富的交互式廣告機會

來增強用戶體驗。這對營銷人員來說是一個福

音，因為他們現在可以向消費者提供更有針對

性的廣告。借助 Web 3，營銷人員將能夠提供

更有效的策略並宣傳他們的產品。

為什麼？客戶們可以透過尋找許多不同的信

息來源，這些信息會影響他們的購買決定。

Web 3.0 營銷的高級用戶體驗功能使營銷人

員能夠潛入一個充滿廣告和營銷創新的「全

新世界」( 亦稱為「平衡世界」、或更多人

討論的 Metaverse/ 元宇宙 )。

「越南」的「新資金池」投資標準將

以 Web 3.0 營銷中的底線
對於 2022 年的金融市場，對很多人來說是

崩盤的一年，當前的低迷標誌著該金融科技

行業的集資籌款行為是一次重大「打擊」。

但對於越南，這個新興市場來說，對於這個

新形成的資金池來說，web3 營銷行業產生了

獨特的影響。Web3 營銷公司對金融科技生態

系統的最新要素。

在這樣的崩盤時代，集資籌款面臨巨大挑

戰，「越南」的「新資金池」想能夠抵禦這

種低迷市況只有有效地運用 : 

1) Web 3.0 Marketing Strategies 

2) NFT Marketing Strategies 

3) Metaverse Marketing Strategies 

這是一條必不可少的生命線。web3 營銷行業

公司與其在更成熟行業的同行之間的主要區

別在於後者接受區塊鏈科技及其他 ABCDE 作

為一種營�形式。這使 web3 交易有可能更

快地更有效益地執行營銷規劃。

儘管如此，為了將這些交易放在桌面上，

web3 公司可以而且應該從他們的前輩那裡借

鑒一些策略。最終，這是衡量可用的各種籌

款選項和了解在此過程中採用或避免哪些做

法之間的微妙平衡。

市埸拓展策略新概念
Web3 上的營銷仍然是一個不斷發展的新概念。

Web3 營銷人員繼續測試不同技術的可行性，因

為他們試圖使他們的品牌傳播開來的新趨勢。

如果您仍然沒有新的 Web 3.0 經驗，可多關注：

1. Web 3.0 趨勢。

2. 與 Web 3.0 的公司製定協議和合作。

3. 擁有專門從事 Web 3.0 和區塊鏈技術的

   法律和稅務顧問。

4. 在品牌的內容策略中添加 NFT。

5. 在品牌的社交網絡中建立粉絲社區。

6. 定義將衡量策略結果的 Web 3.0 K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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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觀望氣氛濃厚，令本地工商舖註冊成

交量及金額持續下挫。據美聯工商舖資料

研究部綜合土地註冊處資料顯示，在公布

《施政報告》前夕，工商舖 9 月份註冊量

錄 311 宗，按月挫約 15.3%，跌至今年低

位，註冊金額則錄 36.22 億元，按月減少

約 24.4%，而且各板塊註冊宗數全線下跌，

可見投資者信心偏弱。然而，特首宣告施

政措施後，內容沒有惠及樓市、旅遊及零

售等行業的即時措施，對工商舖市場缺乏

助力，料今年第四季工商舖成交數字與第

三季相若，約為 1,050 宗。

工商舖註冊宗數全線下跌
9 月份工商舖各板塊註冊宗數全線下跌，

工廈及商舖註冊量分別按月降約 11.3% 及

10.1%，分別錄 173 及 80 宗。商廈註冊量則

按月跌約 30.1%，錄得 58 宗。若按金額劃

分，除了 5,000 萬元以上至 1 億元物業外，

其他金額類別的物業註冊量全錄按月下跌，

本地工商舖市受信心拖累
持續偏弱 落實通關為回暖關鍵

資料來源：美聯工商舖資料研究部及土地註冊處，數據不包括公司轉讓個案。

備註 : 鑑於簽署買賣合約至遞交土地註冊處註冊登記一般需時一個月左右，故此每月土地註冊處數字主要反映前一個月的市況。



2022 年 9 月工商舖買賣註冊登記量及金額統計

 註冊宗數 按月變化 註冊金額 ( 億港元 )

工廈 173 -11.3% 17.34

商廈 58 -30.1% 9.12

舖位 80 -10.1% 9.77

總數 311 -15.3% 36.22

11Moment 投資先機

鋑聯控股CEO(工商舖)
盧展豪，於香港非住宅
物業代理行業近30年經
驗，尤其熟悉工商舖市
場。他曾帶領團隊於多
個項目中有出色表現。

該月註冊量最多為 500 萬元以下的物業，共

錄 164 宗，按月跌 13.2%。逾 1 億元的物業

則按月急挫 50%，註冊宗數僅錄 4 宗，按月

減少 4 宗，當中商廈及舖位物業註冊共佔 3

宗，包括灣仔告士打道 200 號新銀集團中心

12 樓全層，以 1.55 億元成交。

北都發展潛力大
雖然報告內容沒有短期營救措施，卻確立了

香港的未來發展方向，包括港府繼續推動

「北創科」概念，將洪水橋 / 廈村新發展區

定位為核心商業區，另亦重點發展新田科技

城，聚焦創科產業，並容許都會區以較高地

積比率發展。同時當局亦拍板發展交椅洲人

工島，將之塑造成集核心商業區及新興產業

於一身的智慧城市。惟港府暫時在人工島計

劃上著墨不多，反在北都發展

上更見詳盡，因此暫時北都的

發展潛力仍較大，帶動新界北

的商廈如元朗、屯門等將被看

高一線。

推進再工業化
另一邊廂，新措施包括興建多

個創新園區，以推進「再工業化」，若然成

功發展先進製造業，此將成為本地創科發展

的強力後盾，並有利本地舊式工廈轉型，重

建成先進製造業的場地，大大增值，並有助

帶動工廈市場交投。

大量投資者流失
至於招商引才方面，港府確提出了不少措

施，惟現仍實施的「0+3」入境檢疫安排，

仍令不少外資卻步。就此，特首曾揚言香港

擁有強大的 DNA，無可否認，香港背靠龐大

的內地市場，惟短期內，內地難見「開關」

曙光，加上歐美對其實施的貿易限制多多，

此已削弱了香港不少優勢，令不少投資者轉

投其他市場。

最後，盼港府能早日面對現

實，及早實施「0+0」免檢疫

通關，讓本地疲憊已久的經濟

回氣、復甦，以營造更具競爭

力的營商條件，否則潛力企業

及專才在其他地方「落地生

根」後，便來得太遲，只會後

悔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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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資產個案增 仍處安全水平
投行高盛將今明兩年香港樓市預測下調，原

本年初時指料 2022 年至 2025 年數價將按

年下跌 5%，但最新公佈預測本港樓價在本

年及 2023 年分別跌 15%，較原先估算的跌

幅更甚，即未來一年預料樓價只剩下七成！

看淡主因在於留意到香港 1 個月同業拆息

(HIBOR) 在美國加息及量化緊縮下急升，香

港銀行於 9 月尾也上調了最優惠利率 (P) 至

5.125 厘，而且美國在明年 3 月大選前應再

加息 1.5 厘。

高盛指假設收入沒有上升，只有樓價跌 35%

及 40%，投資者才會重返市場。現在碰上利

率上升及家庭收入停滯，封關及移民潮等令

本港家庭數目出現 25 年來最大跌幅，放大

了樓價下行的不利因素。

加上近日股市反覆向下，恆生指數失守一

萬五千點水平，股市暴跌相信會加劇樓市

跌勢，可知道股市往往走前樓市三至六個

月，恆指自 6 月尾失守 2 萬

2 千點後，這四個月累跌達

33%，剛好與高盛預測來年

樓災的 30% 非常一致！本月

股市自由落體的表現，不禁

讓我們想起十多年前的「金

融海嘯」，令人擔憂樓市會

否進一步受壓。

此外，金管局公佈第 3 季末

香港負資產住宅按揭貸款宗

數， 由 2022 年 第 2 季 末 的

55 宗，增加至第 3 季末的 533 宗；涉及的

金額則由 3 億急增至 30 億多港元。

不過筆者認為，本地第二與第三季樓價下

跌，以致負資產宗數增加，但現時情況並不

算嚴重，負資產宗數相對過去多次市場回調

來說其實還處非常低的水平！大家還記得，

近年最嚴重的負資產個案發生在零三年沙士

時期，當時的負資產個案急速攀升至 10.56

萬宗，不少住宅價值較當年高位大跌五至七

成！當年更引發連串人命悲劇，不少業主不

堪負債重壓，以至輕生個案不斷，社會一片

愁雲慘霧。

反觀這 533 宗住宅負資產宗數，相信個案

絕大多數是承做了九成按揭的私樓與居屋業

主，即如上次筆者提及的部份受惠於林鄭與

波叔 Plan 採用高成數按揭進場的新業主，

現階段也未見負資產蔓延至八成按揭的業

主。

市場可能憂慮負資產個案急增

將對銀行構成壞帳風險，但一

般情況下，因法例上的保護，

承做高成數按揭之物業多屬自

住，而且借款人均具備償還能

力，也通過額外 3% 加息壓力測

試，加上金管局也在報告指銀

行自從 2011 年起，並無錄得

任何拖欠 3 個月以上的負資產

住宅按揭貸款紀錄，因此暫未

對銀行構成影響。張珀鳴經營服務式住宅、並為
日日居地產總監，經營香港與
英國物業代理，緊貼兩地樓
市，經驗豐富，專長為投資者
提升回報，並提供物業顧問
服務•他持有多項物業，每月
租金收入過百萬元，深明投
資物業是致富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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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信息傳播迅速，客戶可以很容易掌握大量目

標產品的信息，從而作出平、靚、正的選擇。供

應商要必須提供功能、效率、性能、價格比高的

產品服務才可爭取到訂單。競爭極其嚴厲，所以

要在多方面有優勢才可得到市場認可、客戶支持。

為滿足市場要求，商家要考慮多方面 :

1. 產品個性化

2. 提升功能 : 一機多用，如手錶，可作計時、裝

   飾外，更加入其他功能，如 : 健康指標記錄，

   上網查詢等。

3. 大數據 : 精準預測目標客戶購買行為等。

4. 運營商之間的合作 : 如手錶與平安鐘合作，

   手錶連線，提供適時的服務。

5. 用者自付，提供價格合宜的 SaaS 服務。

以上是現今市場的基本要求，傳統廠商要適時調

整，了解科技發展，自身或通過合作提升科技含

量，滿足客戶要求才可在市場繼續成長。

香港政府大力支持科技在各行業發展、應用。世

界自由工作者聯盟 WFA(www.worldfa100.com)

得到創新科技署財務支持，在 11 月至 2023 年

1 月中旬，舉辦三次講座 / 論壇，在各方面的科

技 ( 如 :AI、 大 數 據、 機 械 人 應 用、 元 宇 宙、

5G/6G/IOT、金融科技、網絡 / 數據安全、ESG

科技應用等 ) 作專題介紹討論。希望自由工作者

族羣 / 創業者族群能分享，引進前沿科技，打做

科技文化，構建平臺，分享交流、創意，推進技

術合作，提升產品 / 服務，為香港成為世界創科

中心貢獻力量，亦為自由工作族羣繼續成長打下

基礎。

歡迎參加世界自由工作者聯盟 WFA(www.worldfa100.

com)，打造交流平臺，保護權益，為政府政策出謀獻

計。呼籲踊躍參加 11 月至 1 月的「世界自由工作科

技開發論壇」，分享交流經驗，提升技能，尋找商機

等。網站 :www.WFAConf2022，查詢 :Jake Tang 幹事

(+852-9175-9872)

作者介紹：Peter蘇陳明擁電子工程學士+工商管理碩士學歷，富歐美和東南亞市埸經驗，是第
一代進入中國市場、推介數字製作技術、廣播電視行業、引進技術的先驅者。他曾任國際電子生
產商COO，管理百人技術團隊及大型項目，現任公司總裁，世界自由工作者聯盟共同創辦人。

世界自由工作者聯盟

第一屆「世界自由工作科技發展論壇」

WFA共同創辦人 蘇陳明

世界自由工作者聯盟 (WFA)

願景 豐盛人生 聯繫世界

使命

●利用科技提高生產力，從而提升生活水平，
為未來做好準備（元宇宙）

●幫助傳統商業生態系統，遷移向新時代全球
生態系統

●促進合作、優勢互補及配對，並為當地政府
的經濟政策做出貢獻

工作
通過線上、線下活動，拜訪公司，精英分享，參與
社會活動等，進行各方聯誼和合作，推廣 WFA
理念及進行互補、互利合作

歡迎
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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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 這個課題確是博大精深，有綠色金融、

社會責任等等，亦離不開創新科技。根據香港

政府的報告，約 60% 的碳排放是在能源方面，

另外約 20% 在交通方面，約 9% 在處理廢物

方面，其餘 11% 左右在其他方面。按排放量

來排序，我們可以重点放在節能減排方面的

創新。那麼中小企在節能減排方面又有什麼

創新技術，如何可以利用自身優勢配合上市公

司呢？  

最近參加一個香港物聯網協會舉辦的比賽中，

就見到一些現成的案例。節能方法最普遍就

是用電，而且電廠使用減排方法，更加有規模

效應，更加有效力！有一間中小企專門為機構

作一個智能辦公室管理系統，將很多辦公室

內的智能裝置連接，然後有一個控制顯示表

板，反映整個辦公室內的節能減排狀况。不單

止顯示耗電情況，亦可以顯示空氣質素、溫度、

濕度、燈光等其他方面的參數，方便管理和調

節。這樣的設施不單應用於辦公室，也可以應

用到工廠、倉庫、禮堂、飯堂、室內運動場、

養殖場、溫室等地方，因此很多上市公司都適

用。這些公司會要求中小企供應商提供適切

的數據和報表，作為自己 ESG 報告的基礎。

作者介紹：屈國良是中小企國際聯盟主席，一直鼓勵企業創新、成長以及騰飛。

提倡「大灣區內同步走，一帶一路向前行」。

網址：www.smeglobal.org    電郵：info@smeglobal.org
中小企國際聯盟
主席 屈國良

ESG與物聯網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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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上市公司與中小企供應商的關係就顯

而易見了！

另一個比較複雜的例子就是一個供應商提供

一些先進的充電模組集成方案給一些大型物

流服務公司、大型商場等。此等充電模組包括

智能插座，同時支持光伏充電、發電機充電、

車載充電及市電充電等四種模式。亦有雙向寬

脈衝調節技術、實時智能控制，並提供系統電

池組的自我平衡、 Open API 接口，支持客戶

集成設備等功能。同一間公司還設計了一個多

格巨型商場儲物櫃，供大型物流公司使用。同

樣地，也可以附設一些節能減排的數據和報表

給予這些上市公司編寫自己的 ESG 報告。

以上都是一些比較大型的電能裝置。另一類

就是比較小型的智能環保自來水過濾器以供

遊客自備水瓶重注食水。這些食水供應器一

般在酒店、食肆、快餐店等地方出現。它們可

應用感應器、數據、實時警報、遙控監察等設

施來確保清潔的食水供應，亦盡量減少供應

塑膠或玻璃瓶裝的飲料來減低碳排放。

原來各大上市公司面對 ESG 項目的其中一

個痛點就是未能精準收集 ESG 數據和作出

適當分析。目前越來越多投資者都要求了解上

市公司的非財務表現，即 ESG 報告內所陳述

的狀況，幸好物聯網設備就能提供一個價廉

物美、性價比高的解決方法。與節能相關的

物聯網設備中小企供應商都可以提供這些附

加值來增加收入，同時亦可成為上市公司的

密切夥伴，相得益彰！

SMEGL目標及理念 
• 中小企國際聯盟是第一個與深圳市福田區

政府合作主辦創新比賽的香港商會 ;

• 我們提倡「大灣區內同步走、一帶一路向前

行、從東盟去到歐盟」;

• 2017 至 2018 年，中小企國際聯盟與深圳

市福田區政府不謀而合，一起籌辦「港深中小

企創新大獎賽」，突破兩地的文化差異，表揚

兩地比較成熟的中小企創新成果，大獲好評，

發掘了一個港產的世界級平台，也表揚了一個

金融科技項目，得到投資者的青睞。

• 兩次跨境活動前後共吸引了近千參與人士、38
個支持機構（包括深圳的協會）、重量級頒獎嘉

賓、20 位專家評審、兩個鑽石贊助、一個銀行贊

助、港深兩地多個工作坊作海選，還將終選評審

於中國國際高新技術成果交易會（深圳高交會）

內進行，選出 22 個優秀項目。

• 近年，我們仍然積極地參加各項國際的創新

創業活動，例如聯合國霍特獎影響力峰會和萬

維數碼中歐供應鏈綠色金融科技論壇等。

祝願新時代新氣象，虛實結合齊進步，社會

安定兼繁榮，世界平靜碳中和 !

請與我們聯繫，網站：

www.smeglobal.org

電郵地址：

info@smegloba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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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司寧（Cyril Yuen），是多家跨國集團的御用風水顧問，師承名家真傳，功力深厚，曾出版《風
水縱橫》、《名字改變命運》等風水書籍。他是資深風水師，同時有逾 20年金融服務經驗，是
最早期的比特幣投資者。他每月會為讀者提供主要加密貨幣簡評和價位預測，歡迎提供意見。

Email: cyril.yuen@gmail.com

數字玄機 作者：玄司寧

免責聲明

本欄發表的評論、新聞、研究、分析、價格及其他資料，只能視作一般市場資訊，只作參考之用，並不構成投資建議。本欄對於資料錯誤、不準確或遺漏無須承擔責任，

並且不保證其中所載信息、文字、圖表、連接或其他項目準確或完整。本欄對於資料所引致的任何特殊、間接、連帶或相應損害，包括但不限於損失、收入損失或利

潤損失不應負有法律責任。

本欄上月提到，秋分之後，亂局明顯，並會持續一段

時間。十月初，駭客從 BSC (BNB 智能公鏈 ) 偷走了

等值 7億美元資產，成為了幣圈史上最大的駭客事件，

震驚整個幣圈。經過多方努力和快速應變，駭客大部

份資產未能提走，留在了鏈內，不過最後經資安公司

估算，這次駭客最終仍得手近 1億美元暫時無法追回。

BSC 由於被外界認為與幣安聯繫非常密切，鏈上的一

眾節點 validator 關係千絲萬縷，一向被用家認為

較為安全，因為即使駭客光顧後亦難把偷到的資產輕

易調走。果不其然，這次駭客只能取走不足 15% 的資

產，但由於數額巨大，1 億美元對幣圈的影響也不能

小覷。

至 10 月尾，FTX 交易所亦有戶口出現失竊事件，有用

戶的 api key 被駭客用釣魚網站偷走，結果遭到駭客

通過二級市場進行「對敲小市值幣種攻擊」，160 餘

萬美元資產近乎歸零，該客戶投訴交易所客服反應緩

慢，要求當事人先向執法機關報案後才處理，令駭客

有充足時間把資產轉走。事件之後亦陸續有零星用戶

報告被釣魚的災情所波及。FTX 老闆 SBF 最後認為責

任與他們交易所無關，卻仍宣佈提供一次性 6 百萬美

元的賠償，但清楚表明下不為例。

另外，ETH 鏈上，偷步攻擊事件（front run）無

日無之，10 月尾亦有人利用機械人以近 338ETH（約

值 44 萬鎂） 天價交易費（gas fee），「賄賂」

validator 節點令其偷步成功，截取了 100 萬 USDT

資產，從中淨獲利近 430 ETH。

幣圈熊市，加上各主要股市和其他金融市場市況不

佳，黑駭客更不會放過任何機會，不論是幣圈新手老

手，都要時刻保持警覺，除了要把資產分散存放減低

風險，亦要更加提防釣魚網站，每次要輸入密碼、錢

包授權或 api 授權前都要先確認對方身份。在傾向去

中心化的幣圈，投資者要對自己資產的安全負上更多

的責任。SBF 近日不斷發聲，發表對監管的看法，並

希望為投資者帶來更佳保障。去中心化與監管處於兩

個對立面，如何中間落墨將成短期熱議題目。

黑客偷竊頻繁  大家提高警覺

11 月份預測︰ BTC/USDT
交易區間︰ 17,600 至 22,800
主要阻力位︰ 22,800 / 25,480 / 28,500
主要支持位︰ 17,600 / 16,800 / 15,980

BTC( 比特幣 )一年走勢

ETH( 以太幣 ) 一年走勢
11 月份預測︰ ETH/USDT
交易區間︰ 1,180 至 1,800
主要阻力位︰ 1,820 / 2,080 / 2,150
主要支持位︰ 1,180 / 1,020 / 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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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sible之友」登場
打破舊式會員系統界限

⾹港基督教⻘年會(YMCA)致⼒推動不同
「惜玩⽂化」玩具回收再⽤計劃，希望⼤

眾可以拋棄現時社會上玩完即棄的消費⾏

為。為了令玩具可以「再⽣」，港⻘亦推

⾏不同的⼯作坊進⾏推廣。

Popsible與港⻘合作推出計劃⾸個製成品
Odd Owl NFT，⽽持有⼈除了可擁有NFT
外，亦可免費參與「再⽣玩具」⼯作坊，

學習如何利⽤⼆⼿玩具去製作「玩具畫/
模型」，推動「惜玩⽂化」，令玩具⽣命

得以延⻑。

Popsible於展覽中⾸推「Popsible之
友」NFT會員系統，希望通過會員系統
促進與市場的雙向溝通。NFT持有⼈除
可獲Popsible會籍外，亦可以優先報名
Popsible活動及獲取多家商戶優惠券。
會員同時可透過出席活動獲得相應積分

升級會籍，享受更尊賞優惠。

藉NFT會員系統，中⼩型企業能夠以經
濟價格去建⽴⾃家CRM系統，並主動與
其他商戶合作，打破壁壘。

Popsible於Inno4life推出「Popsible之友」NFT，宣
佈會員NFT正式登陸市場。

# N F T  # W E B 3  # M E T A V E R S E  # B L O C K C H A I N Web3.0⼈才⽅案 吸新世代⼈才

Popsible 為專注於區塊鏈應⽤技術、
Web3.0及線上線下營銷策略的公司，
是亞洲領先及⾸個接受法定貨幣交易、

實虛共融憑證功能的 NFT 平台。

玩具重⽣ 推廣惜玩⽂化

隨著移⺠潮，挖⻆潮等因素，企業⼈才流升

及離職率都持續上升，同時企業於招聘及留

住⼈才⽅⾯亦有困難，導致企業的空缺位置

增加。不少企業嘗試不同⽅法挽留員⼯，但

仍難以平衡流失率。對於企業於⼈才管理⽅

⾯上的困難，Popsible則推出⼀系列Web3
⼈才管理⽅案，幫助企業解決煩惱。

Popsible於10⽉舉辦「Web3.0 在⼈才管理
上的實際應⽤及趨勢」的講座，逾廿間企業

代表出席，了解最新的⼈才科技。當天由⾸

席執⾏官顏昭輝及業務發展總監葉家俊利⽤

不同的實際應⽤例⼦，分享 Web3.0 如何解
決在新⼯作模式下衍⽣的溝通、提升員⼯⼠

氣及員⼯精神健康等各種新挑戰，從⽽幫助

企業挽留及吸引⼈才。

Popsible⾸席執⾏官顏昭輝指推出「Popsible之友」NFT會員系統是希望通過會員系統促進與
市場的雙向溝通。

Popsible舉辦「Web3.0 在⼈才管理上的實際應⽤
及趨勢」講座，介紹NFT在⼈才管理的應⽤。

Odd Owl NFT持有⼈可以參加「再⽣玩具」
⼯作坊。

現場⼈⼠到Popsible攤位了解NFT會員系統
運作。

(本版內容 客戶提供)

Popsible員⼯正為出席的企業代表⽰範使⽤ 
公司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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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仁、財經界元老級人馬，曾
同時為七大媒體撰寫財經專
欄，每年與近百上市公司高
層見面。

互助平台建社會棟樑 港青講楚迎來新篇章
青少年是國家的花朵，民族的希望，社會的脊

樑，政府矢意保留和吸引人才，而企業亦會配

合培養和發展多方面人才。

正如梁啟超在《少年中國說》所言：「少年智

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

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

則國進步；少年勝於歐洲則國勝於歐洲，少年

雄於地球則國雄於地球。」

「少年強，則國強」，但如何令年青人變強 

？ 10 月 15 日假座屯門廠商會蔡章閣中學禮堂

舉辦的「港青講楚·青年互助平台」便成功與

屯門區學生交流，出席同學及市民逾 120 人。

當日擔任講者的立法會議員包括鄧飛、張欣宇

和李浩然博士，另外更邀請到中港新世代會長

李慧芬小姐（左一）及香港浸會大學講師王浩

博士，當中提到年青人最關心的學業、就業、

創業和參與公共事務等問題。

是次青年交流會進行跨階層和跨世代的交流，

務求達致社會共識及相互理解，由嘉賓們擔任

導師引領青年及市民討論。 

李浩然議員指出，年青人要擴

闊視野，各種文化都值得年輕

人了解和學習。他呼籲年青人

要以「humble」的態度對待

所見。張欣宇議員希望吸引更

多青年人參與公共事務，建議

官員可主動拉近與年青人的距

離，多聆聽青年心聲。尤其是

在青年感興趣的議題方面，例

如關愛社會、動物權益、文化

發展等，多吸收和採納青年的

建議。鄧飛議員表示，清楚知

道自己目標的年青人比例不是

太高，青少年需要坦然接這個事實。青春是年

青人最大本錢，要多觀察，多嘗試。

李慧芬稱，現今年青人的機會比舊年代的多，

舊年代的大學只有兩間，未能入大學便要投身

社會，而當時只有工業、文職和創業。創業可

以讓年青人學習多方面思考。相反，現今工種

較多，例如：KOL、動畫影像設計、遊戲製作、

咖啡師等，也可做另類工種如禮儀師、寵物美

容師等舊年代未有的工種。

她語重心長建議年輕人應多作嘗試，尋找理

想。以座右銘鼓勵年青人：不要叫人小看我年

輕，總要在言語、行為、愛心、信心上，都作

別人的榜樣。

王浩博士指出，特區管治有效，但創新方面有

待進步，建議政府可加強跟大學合作，加強年

輕人實習的機會。主辦方曾詠雪及

黃曉勤建議港府當局可任命青年作

為地區基層社會領袖，參與各項政

策的發展、擔任官民之間溝通橋

樑，建立和政府長期的合作關係，

讓年青人更了解政府運作。

此外，主辦方重申，將會陸續到不

同地區，與立法會議員及民政專員

與年輕人溝通，讓年青人多了解政

府政策，亦讓政府多了解他們的想

法，齊心就事成，香港將迎來新的

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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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香港股票市場良策

莫倩瑩—擁有超過10年財務
合規(Financial Compliance)
相關的工作經驗,成功申請超
過60個有關香港證監會的公
司牌照。為先達合規顧問有
限公司其中一位創辦人及執
行董事。

自 Covid-19 疫情開始及美國加息後導致香

港樓價下滑，港島區甲級寫字樓空置率已升

至 10.27%，創歷史新高，這足以證明目前

香港經濟環境非常差！

筆者很關心香港經濟，所以向現任香港金融

服務界功能界別立法會議員李惟宏提出兩大

改革， 希望他可以和香港交易所、政府及

香港證監會反映意見，從而進行改革吸引更

多年輕人投資港股市場 :

1. 減買賣證券印花稅

2. 效法美股市場做法，將一手買賣改成可以

  碎股交易，令投資港股門檻降低，給予年

  輕人向上流機會

香港的股票市場比較特別，大家若買賣過其

他國家股票應知道，一般買賣股票都可以一

股股進行買賣。於香港買賣股票，則規定要

以一手（lot）為單位買賣，而每隻股票的

每手股數都不同，多數是 1000 股一手，如

建設銀行（00939）為例，每手股數為 1000

股票，那我們一定要以 1000 股的倍數作為

買賣單位。二三線股票或價

格較低的股票，一手單位可

能 為 2000 股 或 以 上。 價 格

較高的股票，為降低門檻，

每手股數或會定在 1000 以

下，如匯豐控股（00005），

其每手數量為 400 股一手；

港 交 所（00388） 則 是 100

股一手。當我們持有不足一

手 的 股 票 市 場 上 就 稱 之 為

「碎股」，例如我們擁有 1500 股建設銀行

（00939），當中 500 股則是碎股。需要整

手買賣的做法，導致買賣較難執行，碎股

要賣出要視乎市場有沒有碎股的需求，相反

亦然，如果你要執行的股票較不受歡迎，有

可能沒有機會給你於市場沽出，要待時機出

現，時間成本高。正因如此，碎股買賣價格

會較整手股票的市價差，沽出時或會比現價

低 5-10 格價位或以上，即永遠都是以較差

的價格執行。

中銀香港早於 2021 年 7 月推出了「NotALot

碎股易」服務，針對財力有限的年輕客群，

涵 蓋 本 港 200 隻 股 票 及 交 易 所 買 賣 基 金

（ETF）。少至一股都有交易，不用再受一

手股份買賣限制，而且不設最低買入佣金。

以股王騰訊（00700）為例，以昨日收市價

538 元計，每手買入需要 5。38 萬元，如用

「NotALot 碎股易」服務，買 1 股只需 538

元就可入場。

對於投資新手而言，股票是較易入門的投資

工具，降低投資門檻十分重要。

但可惜的是現任香港金融服務界

功能界別立法會議員李惟宏回覆

筆者，早前已向香港交易所提出

是次改革建議，但香港交易所竟

以目前電腦程式技術上很難做得

到為由，不願處理及跟進！不斷

改進自身不足不是作為國際金融

中心的「香港」應該主動去做的

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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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出現股災式下跌，恆指下破 15000 點，

創 13 年新低位，應了 10 月股災的魔咒。過

去四個月，港股一路反覆下挫，且逾跌逾急，

跌勢更蔓延至所有重磅、優質藍籌股，市底愈

發薄弱。市場已不斷累積悲觀情緒，當大家預

期二十大會期後，將為市場帶來明朗，結果港

股出現不明所以的急挫。現在看來，外資對中

資股的風險胃納正不斷下降，她們看不懂內地

防疫、經濟的走向，中資股的風險溢價因而上

升。然而，悲觀歸悲觀，情緒主導的市況往往

偏向過度反應，忽略蘊釀中的正面因素。

 

美國面臨衰退風險 應考慮放緩加息
美聯儲 11 月肯定加息 3/4 厘，之後會否更激

進地加息，近來似有微妙變化，首先是貼近局

方的媒體放風，其後是個別美聯儲理事也暗示

若美國有衰退風險，應考慮放緩加息。而最

近期的經濟數據及企業季績，都顯示經濟在

轉弱，不是趨強，企業將考慮控制成本多於擴

張，工資上漲壓力料降，消費信心保守，這便

有利控制通脹，有利美聯儲再調整利率政策，

以避免美國經濟墮入深度衰退。美國第三季

GDP 增長率為 2.6%，好於預期，惟 10 年債息

卻不升反跌，低於 4 厘，就是明証。因此，美

聯儲放緩加息，行情是在升溫。此外，鎊匯因

英國大幅減稅而急挫，引起市場

對金融系統性危機的疑慮，更擔

心美元持續強勢的溢出效應，不

單對新興市場不利，更可能危及

如英國、意大利、甚至日本等成

熟經濟體。目前，辛偉誠已臨危

受命，英國政經局面趨穩，而英

國的金融危機已引起主要央行及

聯儲局的警剔，超緊的貨幣政策

或會引致金融系統的突然動盪，

甚至崩盤的風險，有了這方面的

警覺，短期再出現其他金融市場的類似危機將

會降低，而未來聯儲局在加息的考慮上，也會

評估其政策的溢出效應。因此，聯儲局持續激

進加息非全無顧慮。

經濟增長訊號 成股市催化因素 

這次大市急跌，剛好在中共二十大會期、新一

屆領導班子底定之時。外媒對新領導層的看

法特別保守，擔心未來內地的政經路線偏緊。

然而，貫穿二十大的政策基調當中，堅持高質

量發展、積極開放市場、鼓勵創新及技術突破

均是未來發展的重點，整體政策都是連貫及一

致，中國式現代化不是走回頭路，而是帶動並

提升經濟質量。預期稍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

議，將釋放更多有利經濟持續高質素增長的訊

號，是有力的股市催化因素。

 

全球經濟面臨逆風是不爭的事實，美國大力壓

制內地半導體技術的發展更是無法迥避，中美

意識形態的競爭有增無減，海外基金在此背景

下減少中資股的配置是身不由己，亦形成港受

持續的沽壓。當前市場充滿負面的雜音，情緒

偏淡，股市因而持續尋底。惟最新的第三季

內地 GDP，增長達 3.9%，即使 9 月的零售及

樓市仍然疲弱，也顯示出內地經濟的強韌性，

數據未對港股起支持作用，

是市場放大負面焦點的結果。

港股正在反映極悲觀的預期，

忽略中港兩地的良好基本面，

特別是通脹受控；忽略兩地

政府具備能力、工具施行逆

週期的措施，以穩定及支持

經濟、市場及企業，這優點

是市場所低估的，而時間將

是最好的証明，讓基本面發

揮其支撐大市的作用。

中港股市悲觀主導 投資信心有待改善

英皇證券（香港）有限公司研究
部總監。畢業於香港大學經濟
系，具20年股市分析經驗，曾擔
任精品投行首席分析師，專門
研究本地中小型股，發掘投資
價值及併購潛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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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各國疫情已平穩及已恢復全面通為全球經

濟復甦帶來一些正面作用，市場仍然留意美聯

儲加息幅度是否持續增加及市場憂慮美國經濟

衰退風險大帶來一些負面因素，而美元受惠於

加息而強勢上升，相對於其他貨幣為弱，本港

疫情亦漸趨穩定，加上 [0+3] 放寬入境限制亦

為全面通關作準備，市場及商界都期待及觀望

政府盡快實施 [0+0] 為本港經濟復甦帶來一些

利好因素。

恒生指數是紅色霸財指標，下跌趨勢，趨勢

柱線亦是在 0 線以下及沒有莊家抬轎，近期

恒指第一個支持位為 14 , 5 0 0 點，第二個支

持位為 13 , 5 0 0 點，第三個支持位為 12 , 5 0 0

點， 而 第 一 個 阻 力 位 為 16 , 4 0 0 點， 第 二

個 阻 力 位 為 17 , 4 0 0 點， 第 三 個 阻 力 位 為

18 , 0 0 0 點。

板塊方面，受惠於本地消費券，可以留意一下

香港零售消費股，例如 :(00590) 六福集團，

(01910) 新秀麗，(01929) 周大福，亦可以留意

一下，高股息概念股，例如 :(00322) 康師傅控

股，(01088) 中國神華及 (03668) 兗煤澳大利亞。 

美國道指方面：黃色霸財指標， 準備上升趨勢，

支持位為 31,400 點，阻力位為 34,281 點。美

國期油方面：黃色霸財指標，準備上升，支持

位為 85 美元 / 桶，阻力位為 97.66 美元 / 桶。

現貨黃金方面 : 紅色霸財指標，屬下跌趨勢，

支持位為 1,614 美元，阻力位為 1,729 美元。

周偉泉 Joe (霸財智贏圖表專家 )
霸財智贏信息網絡有限公司已經有二十多年歷史，公司致力發展全智能財經專業分析軟件，是

港交所一級港股及港期供應商，外匯、黃金及期貨資訊齊備。公司獨有特色圖表指標，能夠分

析到個股及商品走勢，再配智能選股及公式預警功能，能夠運籌帷幄，快人一步。

市場觀望美國加息走勢

霸財智贏信息網絡有限公司  Barrich Intelligent Trader Information Network Ltd
聯絡電話 :（852）3106 3188     Email:joe@stockonline.com     Whatsapp:9132 6818     WeChat:Joebartech   

恒指短期預測 :
●第一個支持位 14500
●第二個支持位 13500
●第三個支持位 12500

●第一個阻力位 16400
●第二個阻力位 17400
●第三個阻力位 18000

恒指近半年走勢圖

免責聲明：本資訊不構成建議或操作，市場有風險，投資需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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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指反彈目標 18,000 點

上月恒生指數期貨由最高 18,205 點下跌至

14,615 點，總算迎來一次較像樣的反彈，

執筆之時已回升到 16,000 點之上。上月筆

者指出，恒指在西曆 11 月 7 號之後，踏入

辛亥月會有望作出較為理想的回升時機，

冬季市況比較平穩，初步目標相信會試回

18,000 點 -19,000 點水平，若能企穩其上，

未來數月有望再向上試 22,500 點。但讀者

請留意，若恒指未能升破 22,500 點分界線，

則熊市形態並未改變，所以暫時祇能以反彈

視之。

黃金方面，上期筆者指出 :  在短線上調整已

經接近完成，若見 1,600 美元水平附近可以

短線博反彈。  

黃金在 1,617 美元附近做了一個短期三底之

後便急速回升，執筆之時最高造過 1,680 美

元，相信在 11 月可有望再升至 1,720-1,760

美元區間再行定奪。

美國道指方面，28,000 點第一下跌目標已

經完成，現處於熊二反彈中，從技術型態顯

示，大有機會回升至 34,200 點至 35,500

點水平，暫時祇宜觀望。

李應聰師傅簡介 :
知名玄學風水命理專家，演練子平八字

及風水學二十年，對奇門遁甲亦有心

得。近十年積極授徒講學，桃李滿門。

現為新玄機及多間財經雜誌撰寫玄學財

經文章，壹周刊［神而不棍］，３６０

財經台［玄來財經］，ＴＨＥ ＭＥＭＢ

ＥＲＳ之［宿命情緣］，焦點視頻［李

應聰風水命理］節目主持人。近年更將

陰陽五行運用在股市分析上，常被邀請

往各大股票金融財經公司或網台上擔任

主講嘉賓，追隨者眾。

個人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lifelements/
個人網誌：https://spencerl.blogspot.hk/
聯絡電郵：spencerlyc@gmail.com

恒生指數期貨日線圖

黃金日線圖 道指周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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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版發行量

16.3 萬  ( 截至 2022-08-04)

微信號IGFacebook

目標讀者：《投資先機》是一本商業雜誌，目標讀者群是商界人士，每期電子版的受眾，超過 95% 來自商界。

精準發行：《投資先機》的數據庫，由網站、社交平台、whatsapp 組群、企業及機構自家電子平台、展覽商自

家數據庫，以及商會所組成。這些數據庫內的資料，超過 95% 來自商界。

發行途徑：《投資先機》以電子版發行為主，發行網絡包括母公司《新新媒體》旗下三個官方網站、

facebook、IG、wechat 微信公眾號、whatsapp 組群、商會、企業及機構自家電子平台、展覽商自家數據庫。

《投資先機》電子版發行量 : 161,750
途徑 發行量

官方網站 30,000

社交平台 21,750

whatapp 組群 1,000

企業及機構電子平台 16,000

展覽商數據庫 55,000

商會 38,000

（資料分析截至 2022-08-04）

官方網站 社交平台

Moment invest360 mysftv

商會
23.5%

社交平台 
13.4%

whatsapp 組群 
0.6%

企業及機構電子平台 
9.9%

展覽商數據庫 
34.0%

官方網站
1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