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亞迪去年 10 月底才首發上市的電動車 E6，
據內地傳媒報道，日前因交通事故起火，導
致車內 3 人當場死亡，令公眾憂慮其安全
性。

外電引述比亞迪發言人指出，會配合交通部門調
查意外事件，現暫不評論有關電動車輛的安全問題。
比亞迪股份昨日遭拋售，盤中一度急挫 9.4%，低見
14.68元，收報15.24元，跌近6%，成交額接近1.9億
元。

長汽高升10%吉利彈8%
幸而比亞迪電動車的安全性，未有影響其他汽車

股，受惠市場憧憬，內地擬推出刺激汽車產業的新政
策，包括實施新一輪汽車 「以舊換新」及 「汽車下鄉
」等財政補貼政策。一眾汽車股備受追捧，長城汽車
（02333）股價拾級而上，尾市炒高逾一成，高見
16.2元，收報16.16元。吉利汽車（00175）止跌回升
，彈逾8%至2.78元收市。

在汽車股刺激下，國企指數炒高 1.1%，收報
9647 點，恒指主板成交僅 367 億， 「乾升」87 點或
0.5%，收報18800點。華爾街股市昨日假期休市，市
場焦點落在歐洲事態的最新進展，惟歐債陰霾揮之不
去，即月期指收市較現貨低水114點，扣除派息除淨
因素後，仍然低水56點。

惠理認為入市時機到
惠理集團（00806）主席兼聯席首席投資總監謝

清海認為，擔心歐債危機惡化及希臘脫離歐元區等問
題，投資者對大市缺乏信心。不過，目前中國及香港
股市估值便宜，加上利率低企，正是投資股票的時
機。

對於港股是否已見底，謝清海只表示，現時港股
較2008年低位上升10%至15%，相信要待歐債問題明
朗化，令投資者恢復信心，市場才會出現動力。

外圍市況受制於歐債的發展，短期而言暫難得以

紓解。不過，中國銀監會鼓勵引導民間資本進入銀行
業，配合全國社保基金理事長戴相龍表示，希望從中
央匯金手上接過部分內銀持股，加大社保基金的資產
規模，刺激內銀股昨日領漲。

中國銀行（03988）搶先升 2.4%，收報 2.93 元，
同系的中銀香港（02388）亦升逾2%，收報22.1元。

農業銀行（01288）午後見3.19元高位，收市升1.9%
至3.17元。

重組業務架構的騰訊（00700）現沽壓，低見
212.6元，收報213.6元，跌1.6%，是表現最差的藍籌
股。相反，獲瑞信唱好的中國海外（00688）越升越
有，以全日最高16.4元收市，升4%。

比

永達擱置上市 格拉夫孖展弱

眾汽車股受惠政策急彈

比亞迪E6起火 股價插6%
風光一時的比亞迪（01211），近年

面對銷售欠佳、盈警不斷，更遭 「股神」
巴菲特副手芒格看淡前景，最近又傳來其
主打的電動車起火而造成人命傷亡，消息
拖累該股一度逆市急挫近一成。相反，憧
憬新一輪汽車以舊換新、汽車下鄉等政策
刺激，其餘汽車股走勢看俏，帶動國企指
數跑贏大市。恒指收18800點，升87點，
成交萎縮至367億元，是近5個月最少。

本報記者 李潔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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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股走勢各異（單位：港元）

股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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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交所（00388）宣布，待市場準備就緒後，將於第 3
季推人民幣貨幣期貨，並已獲證監會批准，該期貨將會是首
隻在交易所買賣並以人民幣交收結算的貨幣期貨。港交所計
劃於下月30日為交易所參與者舉行人民幣準備測試，鼓勵
他們積極參與。

按照貨幣期貨合約買賣規則及結算所規則內所載的機制
及條款，由賣方繳付合約指定的美元金額，而買方則繳付以
最後結算價計算的人民幣金額。最後結算價以最後交易日上
午11時15分，由財資市場公會公布的美元兌人民幣（香港
）即期匯率定盤。

浸會大學財務及決策學系副教授麥萃才近日對媒體表示
，港交所推出人民幣期貨可以幫助廠商對沖，長遠有助吸引
更多商家以人民幣作支付貨幣，進一步擴大離岸人民幣資金
池的規模，亦可以為廠商提供多一個對沖人民幣的選擇。

港交所下月測試人幣期貨

為避免個別團體利用人海戰，在公司收購合併或
私有化過程中，於股東會上操控投票結果，港府昨日
在提交予立法會的文件中指到，建議採取 「10%反對
規則」等規定，取代現有 「人數驗證」規定。

過去曾有上市公司在股東會表決私有化議案前，
突然增加大量小股東，令到外界質疑有關人士利用
「人數驗證」規則，在股東會上投票通過有利於 「有

關人士」的議案，有操控結果之嫌。為針對法例漏洞
，港府早前提出公眾諮詢，尋求改善措施。

據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向立法會提交文件指出，為
保障小股東在公司私有化過程中所享有的權益，當局
建議廢除 「人數驗證」的做法，取而代之為 「10%反
對規則」。 「10%反對規則」即在公司股東會表決議

案的過程中，若有10% 「無利益關係」的股東反對議
案，便可否決該議案。

政府消息人士稱， 「10%反對規則」可以讓小股
東享有真正的反對議案的權利，避免有人通過拆細股
票來左右投票結果。證監會則相信，今次修訂可以確
保小股東的權利，以及解決外界對 「人海戰」的顧慮
。港府文件指出，上述修訂仍須原訟法庭認許有關計
劃，才可以實施。換言之，現行《公司條例》由原訟
法庭擔任最終把關者的安排將不會改變。

至於債權人計劃等其他類別計劃，財經事務及庫
務局建議保留人數驗證，因為對人數驗證的主要反對
與這些計劃無關，而 「無利益關係成員」的概念不適
用於這些計劃。

受惠收購百事（Pepsi）中國區飲料業務帶來的收益，
康師傅（00322）首季業績理想，股東應佔溢利為1.98億美
元（約15.4億港元），按年增長61%，每股基本盈利3.55美
仙（約27.7港仙）。期內，營業總額跌5.2%至19.27億美元
，毛利率則改善2.44個百分點至29.1%。

港府倡股東會採10%反對規則
越秀房託（00405）宣布，獲母公司

越秀地產（00123）注資入廣州國際金融
中心（IFC）項目，交易對應的物業作價
達134.4億元（人民幣．下同）。

交易作價包括交易現金代價 88.5 億
元、開發貸款承擔 45 億元，以及非控權
益價值9000萬元。

越秀房託表示，交易後的 2012 年每
基金單位分派，較之前分派跌幅將不超過
0.018 元，又宣布特別分派每個基金單位
人民幣 0.0635 元，涉及 4300 萬元，並將
於完成後的20個營業日派付。

廣州IFC項目總建築面積約45.7萬平
方米，包括6層商場、58層甲級寫字樓、
提供 344 間客房的五星級酒店、擁有 314
伙的豪華服務式公寓，預期於今年7月投
入營運。截至今年3月底止，有關物業估
值約為153.7億元。

越秀地產執行董事唐壽春表示，廣州
IFC 項目每月每平米合同租金約 280 元，
新租金介乎 190 元至 390 元，租金回報率
維持 6 厘水平，預料項目在 5 年至 6 年後
成熟，回報率可達9厘。

另外，越秀地產董事長陸志峰強調，
今次的注資行動符合集團的3年優化計劃
，有助平衡越秀房託的資產結構。他表示
，越秀地產未來尚有成熟項目，不排除會
再向越秀房託注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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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近期大回小漲，不少散戶意興闌珊，對股
票投資興趣大減，令到新股上市遇冷，昨日再有股
份擱置上市。早前已押後定價的永達汽車（03669
）決定擱置上市。硬闖招股的英國珠寶商格拉夫珠
寶（Graff Diamonds）招股首日，孖展認購反應
冷淡，多間證券行都未有統計數字。

永達汽車宣布，因近期股市轉差，考慮到投資
者最佳利益，決定擱置上市計劃。將密切監控市況
，且於環境有所好轉時可能重返市場。該公司原定
本周三（30日）上市，集資最多33.77億元。早前
已有消息指，國際配售或出現抽飛，上市可能要延
期。

格拉夫珠寶昨天首日招股，首日孖展認購反應
冷淡，多間證券行都無統計孖展情況。據 「匯港通
訊」統計，信誠證券昨日借出800萬元，輝立只借
出100萬元，兩間券商僅借出900萬元孖展額，相
當於格拉夫公開發售集資11.51億元，不及1%認購

額。
分析指出，今年新股上市後表現不濟，約半數

處於潛水態度，即現價低於招股價，約三分一新股
上市至今，股價累升不足一成。基於這個原因，無
法吸引散戶申請，所以令到新股認購情況愈來愈冷
。值得注意的是，受到會帳審計時限要求，許多公
司縱然知道現市況掛牌，將要冒 「擱置」的風險，
但仍頂硬上，趕在六月底前掛牌，否則就需要再投
入金錢，重新審計帳目。

瑞安房地產（00272）則公布，旗下中國新天
地已於昨天就其於聯交所主板上市及買賣，向聯交
所提交上市申請表格。至於建議分拆的主體中國新
天地為該公司全資附屬公司，其定位為瑞安集團的
首要商業地產公司。

另據《路透社》旗下IFR引述消息人士報道，
財險（02328）母公司人保集團可能選擇先在香港
上市，而非早前所傳A+H股同步上市。

保利協鑫（03800）主席朱共山昨日表示，早前硅片價
格急跌，主要受累於個別小型企業把摻假降價，第2季多晶
硅售價基本與首季相若。下半年仍處於調整期，估計要到明
年通過產品高效升級，降低成本，才可以朝健康方向發展。

繼續有上海醫藥（02607）消息人士公開爆料，周杰本
周上任公司董事長後，上藥可能對 「不負責任的領導」動刀
。另外，上藥集團前副總裁葛劍秋日前在微博中表明， 「過
幾日給大家一個交代」。

企業管理層出現分化內訌並不算新鮮事物，但上藥今次
出現人事紛擾，並且 「連載」於報章，實屬國企罕見。內地
報章《中國證券報》最新引述上藥內部人士表示，由於上藥
內部高層矛盾突出，管理層間有可能 「再度洗牌」。

報道指出，將接任上藥董事長的周杰本周四（31 日）
在上藥股東會獲選為董事後，將會介紹新業務 「執行策略」
。而周杰對上任後調整管理層的決心較大，極有可能會對
「不負責任的領導」動刀。

對於外界關注到上藥前董事長呂明方及前副總裁葛劍秋
，會否出席股東會，葛劍秋在微博中表示： 「不會去砸場子
」，但稱 「過幾日給大家一個交代」。上藥昨日股價逆市跌
3.4%，報8.94元。

現代傳播（00072）行政總裁黃承發表示，公司將會於
今年與通訊社合作推出多項電子雜誌平台，希望今年新媒體
廣告收入可佔總收入10%。公司於今年1月1日亦提高了廣
告價格，增幅平均為15%。他亦稱，推出新的電子雜誌平台
不需要有大額投資，只需要進行人員整合安排。他表示，推
出電子雜誌不會影響平面雜誌的銷量。

鞋履零售商利信達（00738）公布，截至 2 月底止全年
業績，股東應佔溢利為1.94億港元，按年增長15.3%，其中
下半財年佔1.24億元，每股基本溢利30.38仙，董事會建議
維持派發末期息每股8.7仙，全年派息率約為45%。

全球第二大個人電腦廠商聯想集團（00992），積極執
行 「保衛和進攻」戰略，更擬加強發展新興市場。外電引述
聯想集團負責亞太及拉美市場的總裁 Milko Van Duijl 表
示，正在評估一項在巴西設立生產基地的計劃，以便在當地
生產個人電腦，進而規避高額的進口關稅。

滙豐保險總監及僱員福利主管朱永耀昨日表示，
第二季投資市場波動，但未見強積金成員將投資組合
轉為較保守投資基金的明顯趨勢，但他舉例 08 年時
因金融海嘯投資防守性較高的基金成員比例由20%急
升至30%。

朱永耀早前指強積金收費有進一步下調空間，他
重申下調因素主要為市場資產值增加、供款人數，以

及業界營運效率。他又稱，自願性供款人數已由 04
年的 9%增至近年的 15%至 16%，認為該增長趨勢亦
有助收費下調。他建議，政府可推出免稅額等措施，
鼓勵成員增加自願性供款。被問到該行應對強積金自
由行的措施時，他指，該行去年已推出多個新組合，
部分收費更低至0.79%，不擔心因半自由行推出而需
再減價。

滙豐未見保守基金急增

▲格拉夫兩高層方施華．格拉夫（左）與勞倫斯．格拉
夫早前亮相 資料照片

▲▼比亞迪電動車E6去年10月底才首發上市，
日前該型車因交通事故起火，引起公眾憂慮其安
全性。圖為使用該型號汽車的深圳的士 路透社

上藥傳管理層再洗牌

■利信達年賺1.9億增15%

■聯想尋求巴西設廠

■現代傳播推電子雜誌

■保利協鑫晶硅售價格穩定

▲荷蘭國際集團（ING）計劃放售亞洲保險
業，李澤楷被傳是潛在買家之一

獲長和系主席兼老父李嘉誠承諾，在 「金錢
上支持」收購活動的電訊盈科（00008）主席李
澤楷，在其電訊及媒體王國上，蠢蠢欲試保險業
務，目標是由荷蘭國際集團（ING）計劃放售、
估值高達468億港元的亞洲保險業務。

ING 擬出售的亞洲壽險業務，首輪投標中
，據悉宏利金融（00945）及美國大都會人壽均
有份參與，出價介乎60億至70億歐元，相等於
594億至693億港元。

《華爾街日報》報道，李澤楷有可能再度沾
手保險業，報道引述消息人士指，李澤楷為
ING亞洲保險資產的其中一名潛在買家。

李嘉誠上周五在長和系股東會後，大談分身
家的計劃，除了把長和系次上市王國撥歸予長子
李澤鉅，次子李澤楷則獲現金支持出外收購。

資料顯示，李澤楷早在 09 年底，斥資約 5
億美元收購 AIG 旗下亞洲資產管理業務，其後
改名為柏瑞投資管理（PineBridge Investment）
，在 2010 年李嘉誠慈善基金亦把約 3 億美元交
予柏瑞管理。市場估計，倘若進一步收購 ING
亞洲壽險資產，將有助豐富其投資旗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