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憧憬接種疫苗助港經濟重回正軌

低撈地產股博長線收息
隨本港疫情受控，港府早
前公布放寬防疫措施的安排，
包括逐步放寬社交距離措施，
更計劃放寬出入境限制，如允
許內地居民最快下月中起，循
「來港易」 訪港毋須檢疫等。
這些利好消息，無疑會帶動與
本地經濟密切相關的股份股價
顯著上升，除了零售股外，地
產股近日也持續造好。投資者
可留意新地(016)及新世界發展
(017)。
香港商報記者 周健鑫

自科技股持續回調，資金開始重新流
入傳統板塊，除了銀行股外，估值偏低
的地產股近日也受到青睞。光大新鴻基
財富管理策略師溫傑接受本報訪問時指
出，美債息抽升，資金從新經濟股湧入地產股，且市
場預期疫情將逐漸受控，料本地地產公司的盈利會持
續反映在股價上。現時本地地產股的股價較每股資產
淨值(NAV)折讓(discount)幅度較多，喜歡低估值投資
的價值型投資者可低撈作長線部署。

行業
調研

大和：地產股具投資價值
大和早前發報告指，恒生指數中香港公司的成分可
能會下跌，但香港地產公司的質素應能在全球股票市
場中找到一席之地，故重申對行業 「正面」的看法，
相信本港地產股具備價值，並看好長實(1113)、恒隆地
產(101)、領展(823)、新地、太古地產(1972)及九龍倉
(004)。
駿達資產管理投資策略總監熊麗萍亦指，近期本港
樓盤銷情理想，資金流入低估值、高股息的板塊。她
建議投資者可留意地產股如新地及領展。新地半年基
礎溢利增加 30%，期內物業銷售溢利大增 80%，且新
地有計劃推售多個項目，包括何文田 PrinceCentral、
高鐵西九龍總站上蓋的大型項目等。此外，作為藍籌
REITs(房託基金)的領展，旗下商場商戶在復活節及五
一黃金周長假期的銷售料報喜，加上港府派發規模約
360 億元的電子消費券，有利零售舖位的業主，料領
展受惠。
溫傑亦看好新地的投資前景。他指，新地作為本港
大型地產公司，收入盈利有保障，建議可待新地股價
有所回落，於 110 元買入，目標價是 130 元，止蝕價為
買入價的 10%。同時，他看好新世界發展，因新世界
發展旗下 K11 集團銷售額去年下半年增長 45%，其中
香港 K11 去年下半年銷售額增長 56%，遠遠超越香港
零售銷售的整體表現。他建議，新世界發展的買入價
為 37 至 38 元，目標價為 41.5 元，止蝕價為買入價的
10%。

揀地產股宜留意資產類別
分析指，揀選地產股，宜留意其擁有的資產類別。
熊麗萍建議投資者在配置地產股時，應注意多個方
面：一是看地產股旗下資產類別，如辦公室、酒店、
工廈、住宅、商場及停車場搭配模式；二是土地儲備
和樓盤出售，土儲不充足或近期無新樓盤銷售的地產

地產股摘覽

資金重新流入傳統板塊，估值偏低的地產股近日也受到青睞。

股份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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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過去 1 年股價變幅
(%)

52 周高位
(元)

市盈率
(倍)

預測市盈率
(倍)*

市帳率
(倍)

股息率
(%)

新地(016)

119.3

+16.45

124.75

14.69

11.54

0.61

4.15

新世界發展(017)

42.25

+26.65

43

98.26

13.74

0.51

4.83

長實(1113)

48.2

+6.57

50.5

10.91

8.4

0.5

3.73

恒隆地產(101)

21.6

+41.18

22.6

不適用

20.19

0.7

3.52

信和置業(083)

11.06

+12.74

12.82

46.08

8.32

0.54

4.97

領展(823)

75.2

+13.72

75.75

不適用

27.15

不適用

3.82
3.85

太古地產(1972)

23.65

+17.43

25

33.79

18.12

0.48

九龍倉(004)

23

+65.95

22.9

18.11

11.71

0.44

1.74

恒基地產（012）

35.15

+16.58

36

16.66

不適用

0.52

5.12

另一方面，由於內地原有第一手機品牌華為，近年
受美國政府連串打壓，其手機業務一蹶不振，小米正
好漁翁得利擴大市場，加上小米近年亦大舉加強研
發，更已成為繼蘋果、三星、華為之後，擁有自行研
發手機晶片能力的手機公司，發展勢頭原本相當不
錯。
不過，小米本身仍有不少問題，其低價策略搶佔市
場算是成功的，市場上一些手機品牌都已經支撐不住
了，例如最近韓國 LG 集團就宣布今年內退出手機業
務。但正由於走薄利多銷，故毛利並不高，小米在

銅價屢創新高
利好有色金屬股
自 LME 銅價格於 2 月下旬創出近年
新高後，價格一再徘徊在 9000 美元高
位附近。高盛近日研報中看漲銅價，
預計 2025 年升至每噸 1.5 萬美元的水
平，相關從事銅業務的上巿公司表現優勝於大巿。
中國有色礦業(1258)上周公布首季經營數據，期內
預估實現收益約 10.5 億美元，同比增長約 168%；預
估實現股東應佔利潤約 7900 萬美元，同比增長約
483%。對於巿場而言，該集團首季的收益及利潤佔
剛公布全年業績約 40%，代表集團受惠銅價的升
幅，以及全球疫情後商業活動及生產逐漸有序回復
的正面影響。由此可見以首季亮麗的經營數據來
說，未來三個季度表現應可持續。
營運數據方面，集團去年三季度因新建項目落成，
產量較去年大幅增長。累計生產陰極銅約 29573 噸，
同比增長約 11%，包括銅產品代加工服務約 8182 噸在
內，粗銅及陽極銅約 93795 噸，同比增長 97%。

市場
慧眼

計劃總投資 2.38 億美元的剛波夫探建結合項目，
整個建設期需時約 21 個月，項目早於去年 1 月開工
建設，截至首季，已累計完成投資 1.2 億美元。如按
照預期落成時間表，相信今年第四季可開始投產，
屆時可處理氧化礦石 99 萬噸、尾砂 50 萬噸，並可年
產陰極銅 2.8 萬噸，粗製氫氧化鈷含鈷 978 噸，可見
集團近年積極投資項目，以增加產品，未來一至兩
年將進入收成期。
受惠數據利好消息所刺激，中國有色礦業股價持
續上漲。近日多間大行的分析報告指出公司合理值
約為 3.29 元。另外，此前公司股價隨大巿調整，現
價已屆合理範圍，且估值處於低位。投資者可考慮
現價吸納，並以現價 10%作為止蝕位。
高寶集團證券執行董事 李慧芬
(逢周一刊出)

*綜合市場預測

數位藝術
有價有市
2006 年 3 月 21 日，推特(Twitter)的
創辦人杜錫在鍵盤打下 「剛剛設定好
我的推特」，發出後成了史上第一條
推特推文。
這 條 推 特 推 文 ， 近 期 通 過 Non-fungible Token(NFT) 「非同質化代幣」方式，以 291 萬美元成
交。關於 NFT，是區塊鏈技術一種，可以被理解為
一張證書。這證書證明某人擁有某 「數碼資產」的
擁有權。而這些數碼資產可以包括數碼視覺藝術
品、影音檔案，乃至 Twitter 推文這類屬於未來世界
的歷史文案紀錄。例如杜錫賣掉史上第一條推文
後，作為買家的馬來西亞商人會得到一份 NFT 電子
證書，清晰列明他是這條推文獨一無二的擁有者，
且獲得原作者杜錫的數碼簽署認證，以及相關推文
的元資料(metadata)。換句話說，雖然所有人都可以
在網上看到這條推文，但透過買下這條推文，所有
人都會知道這條推文數碼資產的擁有者只有一個，
就是那個馬來西亞商人。
除推特推文外，近年亦有很多以非同質化代幣成
交的數位藝術品。一個頭像、一個 jpg 檔案以至一條
短片全部有價有市。2020 年夏天，NFT 市場交易量
暴增 57%，產值大約達到 1 億美元。現時十大最貴
NFT 藝術品，有 4 個屬於 CryptoPunk 系列頭像，售
價由 1000 萬至近 6000 萬元。

計出
新角度

股未來料難以產生持續現金收益，勢必影響其未來股
價。
至於 REITs 旗下的寫字樓表現，熊麗萍提醒投資者
要格外留意，主因是企業盈利受疫情打擊仍有滯後影
響，加上預計部分中小企業疫後將繼續採用在家工作
模式，在未來幾年寫字樓供應量增加的情況下，整體
租金水平仍有下調壓力。
溫傑則指，因地產股於疫情期已有反彈，相關地產
股的股價進一步上漲空間有限，增勢未必能像增長型
的新經濟股那樣迅猛。比如 REITs 主要是防守型的收
息股，因為其主要 90%的利潤用來派息，未來股價上
漲的動力或許不足。

財經
縱橫

產品毛利率不高

A4

未來一兩年進入收成期

小米小心彎道炒車
小米集團(1810)是必勝挺欣賞的內地
品牌，我買過小米的空氣清新機、監控
鏡頭、智能手機及電視機頂盒，對小米
產品挺滿意的，原本我也考慮推介小米
股票，但最近小米決定發展電動車，必勝覺得小米管
理層下錯棋，後果可能會好嚴重，所以打消推介小米
念頭。
小米在 2010 年 4 月成立，只有 11 歲，以生產電子產
品及智慧型家居產品起家，旗下有幾個子品牌，如
MIJIA(米家)、Redmi(紅米)及 POCO 等，總部設在北
京，員工 2.2 萬人。2018 年 7 月，小米來香港上市，更
成為首隻同股不同權上市的股份，上周五收市計市值
逾 6565 億元。
小米產品性價比高很超值，設計得好當然是其中一
個成功因素，但其實最重要的成功因素，就是其擁有
規模經濟效益的優勢。一言蔽之，就是薄利多銷以量
取勝，產品勝在生產量夠大，在採購零件方面佔盡優
勢。舉例說甲廠家訂購某電子零件，要十萬件，每件
零件採購成本要 5 元，由於小米訂購電子零件數量龐
大，可能動輒上億件起跳，同一件零件的採購平均價
可能只要 2 元。

http://www.hkcd.com

最貴 NFT 藝術品以 5.4 億成交

2020 年共銷售了 1.46 億部手機，銷售收入達 1522 億元
(人民幣，下同)，佔總收入的 61.9%，但平均一部手機
僅 賺 100 元 左 右 ， 毛 利 率 15% 左 右 ， 純 利 率 只 有
8.27%，即做 100 元生意實際只賺到 8 元多而已！小米
其總負債/股東資金比率達 104.83%，即所有股東資金
用來抵債都還不完債務。在一眾科技股中，小米負債
水平略為高了一些，必勝認為小米未來幾年似乎更應
該先努力，提高毛利率，鞏固自己的市場優勢，並減
輕負債水平。

斥資 100 億美元造車
沒想到最近，突然爆出小米要進軍智能電動汽車業
務的消息，宣布首期投資 100 億元，預計未來 10 年小
米智能電動車投資額 100 億美元(約 657 億人民幣)。近

年電池技術進步，汽車產業正由汽油引擎邁向純電
動，內地眾多車企希望乘這個潮流 「彎道超車」，
進一步搶佔全球市場。
但必勝認為當前內地新能源汽車市場已過熱，太多
以前沒有生產汽車的企業一窩蜂走去搞電動車，甚為
不健康！雖然近年內地整體汽車業確有很大的進步，
小米創辦人雷軍亦有投資電動車的經驗，但投資製造
電動汽車的成本不輕，在製造電動車方面小米見不到
有什麼特別優勢，加上電動車市場又過度競爭，需要
投入龐大的資金才能脫穎而出，若寬鬆的信貸市場出
現逆轉，屆時小米將面對極大的風險，隨時 「彎道炒
車」。
必勝
(逢周一刊出)

史上最貴 NFT 藝術品是藝術家 Beeple 的作品，於
3 月中由佳士得拍賣行經手賣出。這幅藝術品開始在
佳士得公開拍賣以後，便獲得外界熱烈關注，吸引
了 300 多名潛在買家競標。佳士得最終宣布，該畫
作以 5.4 億元成交，是有史以來第一個 NFT 數位藝
術品在拍賣行成功售出，Beeple 也因此晉升為全球
前 3 名最有價值的在世藝術家行列。
加密貨幣結合數位藝術的發展，顛覆了現代人欣
賞和收藏畫作的方式，新世代收藏家依然豪擲萬金
購買數位畫作，卻是放在手機欣賞，不但不擔心畫
作被複製，還希望愈多人下載愈好。因為藝術作品
由區塊鏈鑑定認證，也就是以區塊鏈為數位簽名，
不僅能夠公開認證為獨一無二的物品，而且可以確
認作品的真偽。
英國切斯特大學金融科技及數據分析教授 梁港生
(逢周一刊出)

NFT 數位藝術品有價有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