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細價股回吐 新時代能源再挫12%

淡友突襲港股先升後跌
中國人民銀行下調存款準備金率，帶

動港股昨日顯著高開268點，補回去年8
月份近千點大跌市的裂口，惟淡友突襲挾
好倉，令到大市單日轉向，恒指收市倒跌
66點，是亞太區內表現最差主要市場。早
前炒上的細價股顯著回吐，獲新世界
（00017）主席鄭裕彤增持撐場的新時代
能源（00166）再跌12%。

本報記者 劉鑛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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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內地傳媒報道，鐵路物資供應商中國鐵路
物資已向內地證監會提交上市申請，最快於今年
7、8月間，實現A+H整體上市，其中，A股集
資約147億元人民幣。

報道引述中鐵物資董事長宋玉芳表示，上市
時間表需視乎證監會審批進度，集資主要用於鋼
鐵綜合服務基地的建設、經營網點、鋼材加工配
送中心的拓展等。其中，25 億元人民幣用於補
充流動資金。

中國鐵路物資是央企中國鐵路物資總公司的
上市平台；其核心業務是鐵路產業綜合服務和鋼
材貿易，也是內地鋼軌、車輪和 H 型鋼內地最
大的經銷商。其主要收入來源還是單純的鋼鐵貿
易，利潤率不高。宋玉芳表示，去年經營收入為
2068億元人民幣，毛利為15億元。

飛穎入場費3797元
另一邊廂，韓資企業飛穎集團（01167）昨

日舉行投資者推介會，據市場消息，該公司擬發
行 3 億股，招股價介乎 0.7 至 0.94 元，集資介乎
2.1 至 2.82 億元。每手 4000 股，入場費約 3797.9
元，將於2月29至3月5日公開招股，3月12日
掛牌，保薦人為光大。

據悉，該股招股價相當於歷史巿盈率6至8
倍，預測巿盈率約5倍。該公司主要客戶是三星
及其指定 BLU 製造商（向三星間接銷售），08
至 10 年度佔收益約 95%，去年首 8 個月，仍佔
89.2%。08 至 10 年毛利率分別是 26%、27%和
19.3%，去年首8個月，續跌至17.3%。

該公司指出，去年9月無錫新廠房投產，預
期安裝21條生產線，生產LCD/LED電視顯示屏
金屬部件，產品單價理想，有助提升業績，公司
未來會專注該項業務。

此外，加拿大陽光油砂（02012）昨首日招
股，合計有 5 間券商借出 2880 萬元孖展，其中
新鴻基 1 家就錄得 2500 萬元。總體而言，認購
額與公開發售集資額 4.69 億元相比，有一定差
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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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光大國際（00257）昨公布，截至2011年12
月31日，股東應佔盈利增加30%至8億港元。每股盈
利 21.86 仙，末期股息每股 2.5 港仙，全年股息每股
4.5港仙。集團財務總監黃錦驄表示，預期今年資本
開支將不少於 20 億元人民幣，與去年相若，但具體
數字要視乎項目進度。該公司昨收報 3.57 港元，升
1.13%。

期內，集團取得11個新項目，總投資額約18.73
億元人民幣。截至 2011 年底，集團已落實的環保項
目共 59 個，總投資額約 119.14 億元人民幣；已竣工
的項目投資額約77.85億元人民幣；在建項目的投資
額約12.98億元人民幣；籌建中的項目估計投資額約
28.31 億元人民幣。期內，資產負債比率升 5 個百分
點至52%。集團行政總裁陳小平稱，該比例仍屬合理
水平。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集團共有 19 個新能源
項目，包括 8 個光伏發電項目、6 個生物質項目、3
個沼氣發電項目及兩個污水源熱泵項目，總投資約
28.63 億元人民幣，總設計規模為年焚燒農業廢棄物
164.3萬噸，年上網電量約11.73億千瓦時。陳小平稱
，未來集團將繼續以環保能源、環保水務兩大業務優
勢作為戰略發展重點，積極挺進環保設備製造業務板
塊，積極審慎開發及推進太陽能、風能及生物質能等
新能源業務，並不斷拓展新的環保市場。

期內，青洲大橋日均標準車流量增加至52156輛
。2011 年之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較
2010年的盈利增長18%。陳小平稱，該項業務為集團
貢獻穩定現金流，暫未考慮出售該項業務。他又指，
未來公司除了瞄準中國市場外，亦會大力開拓海外市
場。

光大盈利8億增長30%

近日忙於向雅虎回購股份的阿里巴巴
集團，拉攏銀團簽署 30 億美元（約 234
億港元）貸款，用於私有化阿里巴巴
（01688）。消息指出，有關私有化的具
體計劃，有望最快本周三公布。

停牌超過一星期的阿里巴巴，在公布
2011 年全年業績前夕，母公司阿里巴巴
集團落實籌組銀團貸款，金額較原先的
40億美元（約312億港元）為少。外電報
道，該筆 30 億美元貸款將作為私有化阿
里巴巴的資金，而非市場預期回購雅虎持
有40%阿里巴巴集團股份。

據悉，阿里巴巴集團計劃以接近招股
價範圍，安排阿里巴巴進行私有化。阿里
巴巴在 2007 年上市，當時的招股價為每
股 13.5 元，較該股本月 9 日停牌前報價
9.25元，溢價近46%。

目前集團持有阿里巴巴約73%股權，
其餘股份則由包括摩根士丹利等投資銀行
，以及公眾持股，倘若按照每股 13.5 元
進行私有化，集團約需要 24 億美元（約
187.2 億港元），收購市場上其餘阿里巴
巴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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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隻中資電訊股昨日齊齊公布最新營運數據，受
春節假期的季節性因素影響，中移動（00941）的3G
上客量增速略為放緩，聯通（00762）及中電信
（00728）的3G淨增用戶更見減少，跌幅超過一成。

中移動增速放緩5%
中聯通中電信3G上客跌一成1月份3G淨增戶為

273 萬戶，較上月份新增 320.5 萬戶，減少 47.5 萬戶
，增速由於 6.7%放緩 5.3%，期末 3G 客戶總數為
5394.2萬戶。至於整體客戶淨增數，1月份錄得586.8
萬戶，按月增加61.9萬戶或11.8%，總用戶數增至接
近6.5億戶。

擁有蘋果iPhone銷售權作後盾的聯通，雖然1月
份 3G 上客量保持 300 萬戶以上，但已較上月份大跌
43.5萬戶，跌幅達12.5%，3G淨增用戶為305萬戶，
總用戶數累計達4306.9萬戶。2G淨增戶亦在減少，1
月份只有 18.2 萬戶，較上月淨增 20.2 萬戶為少，總
用戶數約1.598億戶。

此外，聯通的寬帶用戶則激增，由去年 12 月淨
增 11.8 萬戶急升至 1 月份達 92.45 萬戶，增幅接近 7
倍，令寬帶用戶增至5657.5萬戶。本地電話的流失率

亦見改善，1 月份流失 34.1 萬戶，明顯較上月流失
85.3萬戶為佳，總用戶數累計至9251萬戶。

另外，中電信的 3G 上客量亦在放緩，1 月份新
淨戶僅 241 萬戶，較上月的 294 萬戶大幅減少 18%，
3G 移動用戶數為 3870 萬戶。固網寬帶淨增 122 萬戶
，略高於上月的108萬戶；本地電話用戶流失量減至
15萬戶，按月流失率顯著減少。

聯通中電信3G上客跌一成

▲左二起：飛穎執行董事朴日模，董事長兼執行董事洪
性天，執行董事姜澔錫，光大證券董事總經理兼資本市
場部主管余劍豪 本報攝

人行上周六突然調低銀行存款準備金率（RRR
）50 點子，加上市場憧憬希臘順利再獲批貸款，為
整個亞太區市場注入強心針。恒指以21760點開出，
裂口上升 268 點，補回去年 8 月 5 日下跌 938 點的裂
口頂部（即21725點），可是投資者反而對後市有戒
心，高位未見承接。大戶遂利用 「好消息出貨」為藉
口，大手質低恒指，拖累指數反覆尋底，午後倒跌收
場，跌66點，收報21424點。國企指數同樣出現單日
轉向，跌42點，報11669點。大市被舞高弄低，持有
牛證及熊證的投資者皆遭殃，昨日29隻熊證、3隻牛
證遭打靶。

油股電訊股拖低大市
石油石化股及電訊股顯著回落，是昨日跌市最主

要拉力。伊朗局勢緊張，國際油價升越9個月高位，
中石化（00386）率先告急，股價全日跌 5.4%，報
8.85 元；理論上最受惠油價上升的中海油（00883）
都要跟跌1.3%，收17.86元。領跌股份還包括電訊股
， 聯 通 （00762） 跌 1.6% ， 收 14.18 元 ； 中 移 動
（00941）跌1.3%，收80.65元。

內地減RRR，市場相信可以給予內地銀行更大
空間放貸，內銀股有買盤跟進，建行（00939）逆市
升1%，收6.54元；工行（01398）先升後靠穩，微升
0.1%，收5.56元。銀行銀根稍鬆，內地房地產股有資
金追入，雅居樂（03383）升7%，收9.91元。與內房
聯動的水泥股造好，山水水泥（00691）升 6%，收
7.54元。家電股亦有追入，海爾電器（01169）升7%
，收9.85元。

早前不明升因的 「純炒股」回吐壓力較大。上周
四、周五喪炒的超越集團（00147），昨日股價大跌
20%，收報 0.365 元。超越集團在上周兩個交易日，
股價一度暴升約6.2倍；其間令人側目的是，在周五
當日，即市股價由0.95元，回落至0.222元，單日漲
幅由最多2.9倍，縮窄至93%。

同樣是被爆炒的名家國際（08108），股價跌

15%，收 0.123 元。名家國際股價曾在七個交易日，
由0.073元，炒至0.169元，升幅達1.3倍。至於獲鄭
裕彤增持後，股價急飆的新時代能源，股價暫時無力
再上一層樓，昨日跌12.9%，收1.41元。

本周或回調至21000點
展望後市，永豐金融研究部主管涂國彬稱，倘若

希臘周一順利獲得巨額貸款，相信可紓緩港股沽壓，
恒指本周將會先出現整固，有機會回調至21000點水
平。散戶宜以250天線作為止蝕位。250 天線昨日處
於20963點。

京華山一研究部主管彭偉新認為，恒指現水平不
先作出調整，對後市反而不利。恒指首個支持位為
21400點，若跌穿便要下試20800點。

分析指出，昨日跌市主板成交705億元，較上日
增加 42 億元，反映獲利盤湧現。至於即月期貨未平
倉由對上一日的 2.14 萬張，急增至昨日的 9.09 萬張
。另外，港匯指數連跌三日，由7.7536跌至7.7544。
投資者必須注視未來數日市況，了解是否大戶部署大
造淡倉。

港交所（00388）恒指波幅指數期貨
（俗稱恐慌指數期貨）昨日正式登場，但
市場反應 「麻麻」，全日成交只有15張，
即月期貨以 23.05 點開出，收市時報 24.5
點；恒指波幅指數則升4.79%，報23.84點
。而期指則較現貨高水0.66點。

港交所交易科主管戴志堅接受電台訪
問後稱，恒指波幅指數期貨主要反映未來
30日大市波幅變化，目標客戶包括基金、
機構投資者，及資深期貨投資者，為他們

提供對沖風險的工具。對於成交量問題，
他相信，隨着投資者對指數認識愈多，期
貨的成交量便會逐步增加。戴志堅又稱，
恒指波幅指數期貨風險較大，散戶投資者
應預先了解清楚，才作出投資。

就與金磚四國合作問題，戴志堅稱，
預計 3 月或 4 月便會推出四隻新指數期貨
，屆時巴西、俄羅斯、印度及南非投資者
將可投資恒指、國指期貨產品，同樣地，金
磚四國的期貨產品也會在香港進行買賣。

恐慌期指首日成交15張

內房聯動板塊昨造好
（單位：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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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早前傳出，全球多家交易
所已入標競購倫敦金屬交易所
（LME），港交所（00388）亦榜
上有名。有消息人士指出，港交所
已經向 LME 提出競購，其所提出
的收購價屬於 「偏高」水平，似乎
是志在必得。

倫敦金屬交易所金屬期貨交易
佔全球比重高達八成，港交所如能
成功收購將大大增加港交所業務的

多元性及區內地位。倫敦金屬交易
所發言人表示已收到很多收購報價
，董事會將在 2 月 23 日開會討論
可能的併購事宜。

據悉，競購者包括芝加哥商業
交易所、紐約─泛歐交易所集團和
洲際交易所公司等 15 位潛在買家
，當中有半數已經出價。市場預料
交易將高達 10 億美元（約 78 億港
元）。

傳港交所競購LME價偏高 ■中石油擬發400億票據
引據外電消息，中石油（00857）母公司中石油集團擬

於近期發行200億元人民幣5年期中期票據，以及200億元6
個月期的超短融資券。中票初步定在3月2號發行，超短融
是本月 28 號。上述兩期債的牽頭主承銷商均為工商銀行
（01398）。中石油昨日跌1.37%，收報11.5港元。

另該集團為建設一條橫貫中國東西的輸氣管道籌集資金
，計劃於今日發行200億元（人民幣，下同）債券。據悉，
中石油將從發債所籌資金中拿出160億元建設計劃中的輸氣
管道，其他40億元將用作營運資金。

■三一重裝開拓煤化工
三一重裝國際（00631）昨宣布，與三一集團及三一電

氣合組一家企業──三一煤化工，主要從事煤炭開採及銷售
及煤化工產品的生產及銷售業務。新公司註冊資本約為5.32
億元人民幣，上述三公司分別持有合營公司 10%、80%及
10%股權。

三一重裝表示，成立三一煤化工符合公司開發能源相關
業務的長遠策略，並實現公司於能源行業與機械行業的協同
能力。因三一集團大股東梁穩根為三一重裝的主要股東，而
三一電氣為三一集團全資附屬公司，因此三方屬關連人士。

該股昨升0.45%，收報6.69港元。

■傳雅居樂接手南京地王
有消息指出，因世紀金源無法承擔高成本地塊，雅居樂

（03383）將接手其南京地王項目——G42 地塊。雅居樂南
京項目公司副總經理邵晴稱，公司目前已與 G42 地塊的退
地事宜有所接觸。雅居樂昨日大升7.02%，收報9.91港元。

據悉，2010年10月底，世紀金源以高達408%的溢價競
得南京江北新城浦口 G42 地塊，樓板價高達每平方米 6592
元人民幣，接近同區域新房售價。去年該區房價出現下滑，
世紀金源在此項目上已無利可圖。

■蒙煤礦廠模組獲調試
蒙古焦煤（00975）昨公布，其位於 Ukhaa Khudag 焦

煤礦 「UHG礦」的第2個煤炭處理及洗選廠模組，本月16
日已成功獲蒙古國委員會調試，以進行煤炭加工作業。該股
昨日升0.15%，收報6.88元。

該項目實體建造過程需時約 14 個月，總資本開支約
9100 萬美元，與公司原先估計一致。該項目將令現有煤炭
處理及加工產能翻倍擴大至每年最少1000萬噸。

■渣打內地設商交部近尾聲
外電引述消息人士透露，渣打（02888）於中國成立商

品交易部門的計劃已進入最後階段。渣打成立有關部門後，
將得以進口銅等金屬，為內地客戶提供更多對沖避險產品，
並透過本地券商在上海期貨交易所作期貨合約交易。渣打發
言人拒絕回應是否申請成立有關部門。

恒大地產（03333）昨宣布，計劃在全球各地招聘5300
人，擬招聘的職位包括集團副總裁、地區公司董事長等集團
管理崗位300人，總建築師、總工程師、會計師等專業範疇
約5000人。以目前恒大共有逾3.2萬名員工計算，今次招聘
將令現有員工總數增加16.5%。

■恒大全球招聘5300人

▲恒指以21760點開出，裂口上升268點，可是
投資者反而對後市有戒心，高位未見承接

▲中移動1月份3G淨增戶減少47.5萬戶

◀陳小平稱
，集團將繼
續以環保能
源、環保水
務兩大業務
優勢作為戰
略發展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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