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本資產管理認為，今年新興市場資產很大機會反彈
，投資價值有較大上升空間。安本新興市場債券投資組合
經理 Kevin Daly 和安本資產管理亞太股票高級投資經理
Mark Gordon-James均看好中國經濟，雖受歐債危機影響
，但發展潛力仍是巨大的。

安本表示，新興市場具有很大優勢，特別是巴西和中
國。他們接受外來的投資較多，建議投資者可以增持該些
地區的股票。對於中國，由於受歐債危機的影響，今年經
濟會放緩，但 Kevin Daly 認為經濟增長率仍會保持在
7.5%的水平或更高。而在高油價的影響之下，明年CPI可
能會達到5%，但這個對歐美等發達國家影響較大。從今
年前兩個月來看，由於食物價格的下降，CPI還是維持在
2.3%的水平，屬於較低的。因此這個問題還不需要太過擔
心。Mark Gordon-James最後補充說他比較看好內地股票
，特別是民企的消費相關股份，有望上升的幅度超過國企
和銀行股。

美資大行高盛後，中移動再獲多間大行唱好，
刺激股價破頂，高見 87.5 元，收市升近 4%，
收報 87.45 元，為大市進帳 65 點。連升 3 日的
中移動，累積升9.7%，市值增加1556億元。

滙豐證券發表研究報告，認為中移動4G業務前景
看俏，更估計中移動在今年9至10月，有機會銷售蘋果
iPhone 5，故把投資評級由 「中性」調高至 「增持」
，目標價更大升25%，由80元上調至100元。瑞信上調
中移動評級至 「跑贏大市」，目標價升近 15%至 101
元。

和黃藍籌股升幅之首
里昂亦加入唱好行列，報告指雖然中移動 2011 年

盈利增長僅2%，但隨着2012年底有望推出4G服務，今
年對中移動來說是更佳的一年，加上現價估值偏低，視
為中資電訊股首選。

另外，市場憧憬和黃3G業務扭虧，配合零售及港
口業務盈利穩步增長，近期先行炒作和黃業績，刺激該
股走勢偏強，昨日臨收市前半小時顯著炒高，見 81 元
高位，收報80.85元，升近4.2%，是藍籌股升幅之首。
不過，市場擔心和黃炒上，有機會是 「藍燈籠」高掛的
現象。

翻查資料，和黃對上一次大升是去年7月中，由約
80元水平升至8月初的92.5元高位，隨後港股在短短6
個交易日，由 22800 點高位回落至 18800 點水平，調整
幅度達17.5%。再對上一次是去年初，和黃由約80元炒
高至96.5元，港股之後兩個月逐步下調2000點。

信達國際研究部高級分析員趙晞文指出，雖然港股
近兩日上升，但成交額縮減，期指未平倉合約亦減少，
反映大市上升動力不足。他續說，擔心市場憧憬中移動
增加派息的好夢落空，將令中移動回吐，短期港股或要
在20500點先行整固。

沽空比例增加至9.3%
此外，海通國際中國業務部副總裁郭家耀認為，市

場注視 「兩會」後，中國是否有行業政策出台，以及美
國聯儲局議息後對貨幣政策的指引，例如對推出第三輪
量化寬鬆（QE3）的 「蛛絲馬跡」。他估計，大市短期
難以突破，暫在21000點水平窄幅上落。

港股昨日在中移動及和黃力撐下，勉強升 48 點或
0.2%，報 21134 點，國企指數跌 30 點或 0.3%，收報
11225 點。要留意大市沽空比例增加，由上周五（9 日
）的8%增至昨天的9.3%，涉及369隻股份。

《新華社》報道，武漢至宜昌高鐵潛江段上周五發
生路基塌陷，鐵路基建股下跌，中國鐵建（01186）急
挫跌7.%，收報5.31元，是跌幅最大的國企成份股，緊
隨在後的中鐵（00390），跌5.4%至2.83元收市。

繼

龍湖核心利潤45億升75%

和黃中移動獲唱好合力撐市

港股倒升48點成交萎縮
投資者觀望美國聯儲局議息，港股在10

天移動平均線受阻，大部分時間在低位尋底
，不過，和黃（00013）尾市發力，配合中
移動（00941）再獲大行唱好，兩隻股份合
力支撐大市，恒指午後扭轉跌勢，倒升48點
至21134點收市，主板成交額萎縮至542億
元。證券業人士認為，大市上升動力不足，
加上沽空比例增加，後市傾向繼續向下。

本報記者 李潔儀

■海通捲土重來擬籌117億 B2
■盛世提價5% 深灣加8% B3
■遏抑炒樓存有漏洞 B4
■東方海外純利跌九成 B5
■萬科全年賺96億升32% B7
■全國公路債務逾五萬億 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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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電股獲追捧（單位．港元）

股份

TCL多媒體（01070）

創維數碼（00751）

志高（00449）

海信科龍（00921）

海爾電器（01169）

核電股走勢看俏（單位．港元）

股份

中廣核礦（01164）

中核國際（02302）

上海電氣（02727）

東方電氣（01072）

哈爾濱電氣（01133）

收市價

4.07

4.50

0.29

1.82

9.91

收市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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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5

+0.015

+0.03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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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

+0.29

+0.31

+0.60

+0.22

變動

+9.4%

+5.9%

+5.5%

+1.7%

+0.1%

變動

+12.9%

+9.9%

+7.5%

+2.8%

+2.7%

▲龍湖主席吳亞軍（左）強調，公司財務狀況穩健，目前
無必要、亦無計劃配股集資。圖右為首席執行官邵明曉

本報攝

龍湖地產（00960）昨公布，去年純利增長
53.2%至 63.3 億元（人民幣，下同），每股盈利 1.23
元，派末期息 17.5 分。撇除投資物業評估增值影響
，核心利潤按年大增74.9%至45億元，核心利潤率上
升 1.6 個百分點至 18.7%。集團主席吳亞軍表示，目
前無必要、亦無計劃配股集資，並強調公司持現金
145.3億元，財務狀況穩健。

龍湖去年收入上升56.6%至240.92億元；合約銷
售按年升 14.9%至 382.7 億元，但未能完成去年初訂
立的400億元銷售目標。今年銷售目標390億元，低
於去年。該公司解釋，今年行業調整仍將持續，業務
布局以穩健為基調。

被問到公司的盈利表現是否到達瓶頸狀態時，吳
亞軍表示，公司過去處於高速增長，但情況不可能持
續，否則 「車速太快，容易翻車」，管理層堅持利潤
平穩增長及回款銷售為原則，做好品牌。

首席財務官韋華寧指出，去年扣除個別高毛利率
的項目貢獻後，毛利率平均處36.4%水平，較2010年
的33.8%為高。他預料今年毛利率仍穩中有升。他透
露，今年已鎖定全年目標入帳收益75%，明年暫已鎖
定30%。

談及未來銷售策略，首席執行官邵明曉指出，未
來會逐步加大投資物業佔盈利比重，期望用 15 年時
間，由現時佔盈利比約 4.4%，加大至 2026 年的 30%
；並由今年起每年最少有一個新投資物業落成，今年
重慶的新投資物業落成涉 23.8 萬平米，料明年成都
新項目約 22 萬平米。吳亞軍補充，公司期望未來 3
至4年來自商場項目的租金收入，每年有25%至30%
增長。

截至去年底，該公司手頭現金為145.3億元；淨
負債率由去年中的56.56%，下跌至43.0%，是目前為
止，已公布業績的房企之中唯一負債率下調的公司。

吳亞軍說，現金充裕，加上銀行備用貸款額約300億
元，故無配股集資計劃。

投融資中心總監張艷補充，今年土地款項為 70
億元以內，工程費會較去年 120 億元為多，但仍處
160億元以下水平，利息成本不多於18億元，稅務開
支料處於50至55億元之間。

雅居樂擬發美元票據
另邊廂，上周四才公布業績的雅居樂（03383）

宣布，計劃發售美元優先票據，有關票據的定價，包
括本金總額、發售價及利率，將根據聯席牽頭經辦人
兼聯席帳簿管理人進行累計投標結果釐定。聯席牽頭
經辦人兼聯席帳簿管理人為滙豐、渣打銀行及瑞銀。

票據已原則上獲准在新加坡證券交易所上市。雅
居樂表示，計劃把發行票據所得款項用作購買新地皮
、再融資及一般營運資金。公司去年淨負債比率上升
12.3個百分點至61.9%。

評級機構穆迪給予雅居樂是次發行之美元高級無
抵押票據 「Ba2」評級。同時，維持對雅居樂 「Ba2
」的公司家族評級，評級展望穩定。標準普爾則授予
「BB」評級，及 「cnBBB-」的大中華區信用評級體

系評級。

本地銀行按揭戰未有降溫，有報道指永亨
銀行（00302）及渣打銀行雙雙以低至最優惠
利率（P）減3.15厘，吸納置業客。對於按揭
戰火蔓延，金管局表示，有需要時會向銀行了
解按揭息率水平，能否反映當中風險。

今輪按揭自去年 12 中旬燃起，當時有指
滙豐銀行及中銀香港（02388）等率先以更優
惠的利率，給予置業者提供樓按服務，迫使其
他中小型銀行跟隨。農曆年過後，滙豐及中銀
又再出擊，連同恒生銀行（00011），三家佔
按揭市場最大份額的銀行，進一步把按息調低
至P減2.75厘，實際利率即為2.25厘。

今次永亨、渣打若以 「破底價」益置業者
，將會挑戰金管局的底線。據報道指出，該兩
家銀行提供的按息最低可見P減3.15厘，亦即
是把按息壓至 2.1 厘，低於金管局所定的 P 減
3.1厘的參考水平。

對於有報道指銀行推出進取按息搶客，金
管局表示，一直有要求銀行審慎管理樓按業務
風險，在釐定按揭息率時要參考金管局所建議
的水平。金管局有需要時會向個別銀行了解按
息水平，是否適當反映當中的風險。不過，基
於銀行的資金成本差異，物業按揭貸款組合質
素亦不同，以至客戶還款能力、信貸記錄等因
素，所以銀行向個別客戶收取的按揭貸款息率
也會有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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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消息透露，中信泰富（00267）計劃發行美元債
券，息率介乎6.875%至7%。有關債券年期至2018年1月
屆滿，並於昨日定價。滙豐和瑞士銀行擔任此次債券發行
交易的聯席全球協調人和主動簿記行，德意志銀行和渣打
擔任被動簿記行。評級機構穆迪和標準普爾對這批債券的
臨時評級分別為 「Ba1」和 「BB+」。

中信泰富擬發美元債券

面對環球股市波動，投資者紛紛尋找高息產品，安盛
投資管理環球債券投資產品主管 Philippe Descheemaeker
表示，雖然息率偏低，但仍然看好債券市場，特別是新興
市場高收益企業債券。

Philippe Descheemaeker 指出，近年不少美國及歐洲
企業積極減低債務，令財政持續改善，其發行的債券有錄
得不俗的投資回報，相反部分國家主權債券，風險不比企
業債券為低。

他提到，新興市場的固定收益產品前景理想，建議可
投資息差產品，當中看好中國及印尼市場，歐美市場則仍
然面對輕微衰退的風險，故可投資固定收益產品，作為抗
通脹。

市傳美國今年內推出改良版的量化寬鬆措施，即沖銷
量寬（Sterilized QE），Philippe Descheemaeker認為，有
關傳聞可能是由美國聯儲局 「放風」，以測試市場反應，
為提高資金流動性，加上今年是大選年，相信美國有機會
在大選前推出改良版QE，長遠亦有助穩定經濟發展。

此外，他提到，歐洲央行推出的長期再融資操作
（LTRO），有助增加銀行的資金流動性，對歐洲金融市
場融資有正面作用。

安盛看好中國印尼企業債

安本：增持中國巴西股票
日本 「311」大地震剛滿一

周年，市場仍然關注核電發展，
中國政府高度重視日本福島核事
故，不過，國家能源局表示，中
國今年將會重啟核電的審批，裝
機容量更會超過 2007 年發布的
規劃目標，消息刺激一眾核電股
炒上。

中核國際（02302）升逾一
成，高見 3.28 元，收報 3.22 元
，升 9.9%。上海電氣（02727）
越 升 越 高 ， 收 報 4.44 元 ， 升
7.5%。東方電氣（01072）早段
見 22.3 元高位，收市升 2.85 至
22.05元。

中廣核礦（01164）午後炒
高至 1.15 元，收報 1.14 元，升
幅接近13%。不過，前稱維奧集
團的中廣核礦在收市後發盈警，
旗下樂力食品銷情大減，加上食
品衛生許可證到期未續，商譽及
存貨減值、員工補償及整合生產
線造成減值虧損，預期拖累集團
2011年溢利大幅減少。

另外，家電股持續強勢，
TCL 多 媒 體 （01070） 2 月 份
LCD 電視機總銷量按年急增逾
兩倍，股價盤中炒高至 4.14 元
，收市前升幅略為收窄，報4.07
元，升 9.4%。創維數碼（00751
）2 月份電視機銷售額升 61%，
刺激股價尾市見 4.52 元，收報
4.5元，升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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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ippe Descheemaeker 指出，新興市場的固定
收益產品前景理想 本報攝

361度（01361）公布截至2011年12月底止六個
月業績，營業額 23.82 億元（人民幣，下同），升
4.7%；毛利率為44.2%。期內股東應佔溢利3.59億元
，倒退 14.9%，每股盈利 17.4 分，派息 8.6 港仙。公
司首席財務官蔡敏端在記者會上指出，今年受外圍環
境的影響，增長空間不大，預計毛利率在38%至40%
間。公司不存在庫存或壞帳的問題。361度股價昨一
度跌至3.02元，跌7%，全日跌4.6%，收3.1元。

對於現金由去年 6 月底的 22.29 億元，大降至去
年底的 4.59 億元。公司資本市場運營副總裁陳永靈
解釋，期內應收帳款及應收票據由15.82億元，急增
至23.55億元，加上向代工廠商支付的訂金水平，由

30%提升至35%、36%。但年初至本月9日已收回8億
至 9 億元帳款，還有 3.7 億元應收帳款票據，目前流
動經營現金共有23億。

另外，陳永靈稱，今年擬新增500至600家門店
，及200至300間童裝店。從春夏和秋季度的訂貨分
別增長 23%、6%，對於即將於 3 月 15 日舉行的冬季
訂貨會，則保持樂觀態度。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361度把財政年度年結日期
，由每年 6 月份，改至 12 月份；若以 2010 年 1 月至
12 月，相比 2011 年 1 月至 12 月，361 度營業額為
55.68億元，上升14.8%，股東應佔溢利11.3億元，增
長15.3%。

361度不存在庫存或壞帳

▲創維數碼2月份電視機銷售額升61%，刺激股價大升

▲在中移及和黃合力支撐下，恒指午後扭轉跌勢，倒升48點至21134點收市，主板成交額萎縮至542
億元 新華社

▲361度昨公布，今年受外圍環境的影響，增長
空間不大，預計毛利率在38%至40%間 本報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