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勸喻投資者待市況回穩才入市

李兆基：股市危未敢入貨
市場憧憬七國集團（G7）財長會議，

會就應對歐債危機取得成果，恒指昨日高
開超過100點，最多升227點。但由於歐
洲股市早段升幅有限，恒指尾市升幅收窄
，最終升73點，收報18259點，結束四連
跌，主板成交大減至 397 億元。恒地
（00012）主席李兆基昨日表示，現時大
市十分危險，他自己亦未敢入市，勸喻投
資者待市況回穩才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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滙豐香港PMI跌穿盛衰分線

永利新項目投資40億美元
永利澳門（01128）主席及行政總裁史提芬永利在周年股

東會後表示，公司的路氹地皮已獲政府批出，預計新項目的
投資額不會超過40億元（美元．下同），而資金將會以多
種融資途徑來獲取，包括低息貸款及現金流等方式。他又強
調，公司目前擁有接近20億元現金，公司財務狀況良好，
會繼續向股東派息。公司昨天收報18.36元，上升1.661%。

他續稱，路氹項目賭枱數目將維持約500張，其中60%
為貴賓廳賭枱，40%為中場賭枱，比例與原項目相若。公司
將於路氹項目中着力發展非賭場的業務，故無意於新項目增
設更多的賭枱，集團無計劃單靠博彩業務來維持增長。

路氹項目中，總規模約 600 萬平方呎，其中包括 12 萬
平方呎的零售業務面積、8-10間餐廳，以及2000間的酒店
房間，另外亦將有劇院、會議室及夜總會。他透露，路氹新
項目用了28個月時間去設計，預計項目的建築期約46至48
個月。

史提芬永利稱，現時全球經濟放緩，行業增長速度不會
亦沒有需要像過去般高速。他表示，會專注公司在澳門的業
務，對當地投資有信心，相信新項目的回報可以令到股東滿
意。

人稱 「四叔」的李兆基昨日出席煤氣（00003）
150周年公開活動後表示，這幾個月市況未定，投資
者應安全為上，他自己亦 「唔敢買住，睇定啲先」。
他續稱，現時大市十分危險，可大可小，認為要等市
況回穩才入市。他重申，買股票好過買樓，因最近股
票出現較大折讓，僅為資產值的四成，遠低於過去的
八成。

恒指升73點終止四連跌
港股扭轉連續四日的跌勢，最多升227點，高見

18412 點。恒指尾市升幅收窄，最終收報 18259 點，
升73點；國企指數則報9397點，升22點，金融股支
撐大市。有報道指四大行5月下旬信貸大幅加速，除
招行（03968）及重農行（03618）外，一眾內銀股全
面反彈。其中中行（03988）及民行（01988）均逾
1%，分別報 2.98 元及 7.07 元，中行更是成交最大的
藍籌股。建行（00939）亦升近1%至5.37元。重磅股
滙控（00005）則升 0.332%至 60.35 元，友邦保險
（01299）升2%至25.2元。

澳門賭業股造好，藍籌新貴金沙中國（01928）
升 3.59%至 25.95 元，為表現最好藍籌股。銀河娛樂
（00027）升3.09%至18.02元，新濠國際（00200）及

美高梅中國（02282）均升逾2%，分別收報5.99元及
11.36元。

金利豐證券研究部董事黃德几表示，近期市場焦
點放在歐債危機，雖然希臘問題不能忽略，但美國經
濟情況亦需關注。他指出，美國早前推出的扭曲操作
（OT2）即將於6月底到期，相信美國政府屆時將推
出後續措施，如OT3，對市場將有幫助。

分析預期內銀股已見底
他續稱，內銀股已經止跌，內地5月份下旬貸款

亦有改善，即使恒指再跌，但預期內銀股板塊已經見
底。他估計，恒指將於18300點以上整固，未見有跌

穿18000點的風險。
恒指過去一個月下跌約 3000 點，輝立證券董事

黃瑋傑亦認為，某程度已呈現超賣，惟未來兩周的外
圍發展將成為關鍵。他認為，當前市場焦點集中於希
臘6月中重選、西班牙銀行危機及美國新一輪量寬的
取向。當中，七國集團舉行電話會議，令人憧憬各國
央行會否採取救亡行動。

黃瑋傑表示，倘若各地央行再度出招，推出刺激
經濟的措施，加上希臘接納援助及留守歐元區，恒指
有機會重上19000點以上。相反，央行出手力度低於
預期，加上希臘脫離歐元區令債務危機擴散，恒指將
會下試17500點。

輝立：散戶借貨沽空具效益
港股近日連番受壓，外圍市況持續不穩，沽空活

動更趨活躍。輝立證券董事黃瑋傑昨認為，散戶借貨
沽空能達致 「一舉四得」的效益，投資者可把握機會
於跌市時獲利，持貨人在市況轉淡時借出股份，賺取
額外的利息；經紀從業員可透過沽空獲得交易佣金；
經紀行亦會取得額外收入。他批評，港交所（00388
）當下才研究中央借貨沽空可行性，事實上借貨沽空
過去一年已快速增長。

輝立證券衍生產品市場高級交易員林日文表示，
在股市持續下跌時，投資者獲利的渠道不多，而借貨
沽空與投資認沽證比較，後者不足之處在於由市場莊
家提供流通量、價格等，並設下行使價及到期日，而

沽空則沒有相關限制，並附有槓桿效應。
以輝立為例，客戶沽空只需25%的按金，即相等

於可沽空按金4倍的股份。首次參與需支付300元一
次性稅局登記費，另有每半年一次的100元行政費，
每次借貨沽空一般支付最優惠利率（P）加 3 厘或最
低200元的利息。

林日文補充，對於借出股份的客戶而言，除了可
獲取股票的股息、紅股及供股權等收益外，亦可賺取
借出股份的利息，一般不少於2厘，而部分貨源較少
的股份，息率更可超過10厘。

黃瑋傑透露，目前輝立向客戶借貨沽空的貨源，
絕大多數是機構投資者或基金的股份，而來自散戶的
股份只是剛剛起步，希望未來有更多客戶參與。資料
顯示，以往沽空佔大市成交比例不足9%，近期比重
已升逾14%。被問及比例增加會否對大市構成壓力，
他認為兩者並無影響，但市場波動性難免會上升。

滙豐香港採購經理指數（PMI）連續第三個月下
跌，5月份降至49.4，低於50的盛衰分界線，為自去
年12月以來首次，顯示香港經營狀況自去年12月以
來首次下行。該行分析指，指數略低於 50 持平線，
顯示跌幅輕微，因此企業毋須恐慌，但內地的增長動
力必須盡快重燃，香港才可望在年底前擺脫西方經濟
動盪的拖累。

滙豐公布，經調整季節性因素後，5月份滙豐香
港PMI由4月的50.3降至49.4，顯示整體經營狀況轉
差，乃自去年12月以來首次收縮。

滙豐環球研究大中華區經濟師郭浩莊表示，面對
歐元區危機惡化和內地需求不振，香港私營企業的現
況雖未至岌岌可危，但已開始呈現疲態。即使是年初

以來表現不俗的就業市場，5月份職位增長已首見回
落。目前企業經營依然暢旺，故暫且毋須恐慌，但內
地的增長動力必須盡快重燃，香港才可望在年底前，
擺脫西方經濟動盪的拖累。

香港私營企業5月份新接訂單量，大致和上月相
同，受訪企業普遍認為這是客戶需求疲弱所致。
來自內地的新業務連續第二個月下降，惟幅度小於4
月份。

受訪企業的產出量今年內首次下降，雖然降幅為
6個月來最大，但論程度尚屬輕微。受訪機構大致認
為，產出下降是由於客戶需求疲弱，亦有其他受訪企
業指與歐洲經濟危機有關。5月份的積壓工作量也有
減少。

反映生產需求下降，5月份的投入品採購量大幅
減少。採購庫存水平也有下降，降幅為5個月以來最
大。與此同時，供應商的供貨耗時再有延緩，相關指
數是 6 個月以來最低。

5 月份，香港私營企業裁減職位，情況與前兩
個月情況迥異，企業在該兩個月都有增聘人手。
受訪機構中約有 10%於過去一個月削減職位，就業
的整體降幅是2011年9月以來最大。

投入價格於5月內繼續上揚，企業的採購成本和
員工薪金皆較前一個月增加。投入品價格漲幅顯著，
但幅度也是 33 個月來最弱。企業透過提高產出售價
把部分成本增幅轉嫁客戶，但加幅只算輕微，並且與
4月份相同。

煤氣（00003）常務董事陳永堅昨日出席
股東大會後表示，集團計劃由 2011 年至 2013
年間，投資100億元發展內地業務，當中7成
為新能源項目，3成為公用事業。他指出，現
時內地項目已達140個，冀今年可增至150個
或以上，目標內地業務的今年盈利可達本港業
務的盈利水平。去年內地利潤增加26%至近21
億元。

陳永堅表示，集團新能源項目回報率高於
公用業務，料可達18%至20%，預期今年集團
將新增10項城市燃氣項目，投資額10億至15
億元，新能源項目達7至8個，投資額30億至
40 億元。他強調內地業務為集團未來主要增
長動力，並指本港業務已出現飽和。

今年不提升煤氣收費
被問及今年會否上調煤氣費，執行董事暨

營運總裁關育材重申，今年不會提升基本煤氣
收費，指自從在 2006 年引入天然氣後，有助
降低營運成本。近日國際油價回落，他表示，
燃料調整費有可能作出下調。陳永堅補充指
，過去逾 10 年來，公司只加價兩次，共 4.5%
，面對重大成本壓力，公司透過內地節省成本
，紓緩加價需要，但難以評論未來兩年會否加
價。

煤氣去年發行人債集資，陳永堅表示，目
前仍處低息環境，屬發債的好時機，會考慮再
次發債。而公司截至去年底手頭現金有117億
元，負債比率35.8%，屬健康水平。他強調，
會否再發人債並非因現金不足，亦考慮到人民
幣未來升值預期，但目前未有負債比率目標。
他又指，為配合集團150周年紀念，已派特別
息。

東吳水泥續零孖展
港股疲弱，令新股市場相當沉寂。今日截止公開發售的

東吳水泥（00659），據 8 家證券商數據，昨日仍錄得 「零
孖展」。另外，在內地從事光纖鋪設業務的中國優通昨在港
舉行投資者推介會，市場消息指，該公司計劃以每股0.34元
在創業板上市，配售4.2億股，集資1.428億元。

優通擬創板上市集逾億
優通擬於6月12日（下周二）掛牌，保薦人為國泰君安

。據其上載於港交所（00388）的初步銷售文件，2010年和
2011 年，收益分別為 5150 萬元人民幣和 1.61 億元人民幣，
增長率為213.8%，但截至今年4月底止4個月，收入按年減
少26%，主要因其產生自建設合約及弱電設備集成服務的收
益減少。優通表示，會竭盡所能維持今年全年收入與去年相
若。

另一邊廂，同由國泰君安擔任獨家保薦人的協眾國際
（03663）今起至11日招股，招股價介乎0.93至1.32元，每
手4000股，入場費5333.22元。

按招股價中位數1.13元計算，估計集資淨額2億元，其
中69%用作擴展廠房及升級現有設施，23%用作研發新產品
，餘下8%作一般營運資金。據招股書顯示，預期至2015年
，公司的汽車空調系統總產能將增加56.3萬台至110至120
萬台。

該公司主席、首席執行官陳存友表示，雖然市況波動，
但對上市很有信心。據市場消息透露，國際配售部分已獲足
額認購。

對於首四月內地整體貨車銷售跌8%，常務副總經理兼
執董葛紅兵表示，重型卡車的空調安裝滲透率低，目前略超
過60%，低於內地所有汽車的空調安裝率84%，相信公司收
益可逆市增長。

此外，該公司應收帳款逐年上升，至去年年底達3.9億
元，財務經理辛方偉稱，主因是第四季為銷售旺季，應收帳
款相應增加，今年已大部分收回，周轉仍然健康。

力寶冀儲30億購京滬項目
經濟放緩是危也是機，力寶（00226）看到的是市場出

現的機會。董事總經理兼行政總裁李聯煒昨日於股東會後表
示，過去經濟好的時候，太多競爭者搶佔大城市，因此公司
只能進入江蘇的二三線城市。如今經濟轉弱，很多大城市如
北京及上海，均有放盤情況，他相信未來 6 至 12 個月會有
很多投資機會浮現，所以公司現在積極充足現金水平，冀能
達到20億至30億元。

李聯煒說，公司現在未有具體的收購對象，但預料內地
將陸續有好的項目浮現，希望從中尋找已完成前期工作，且
融資情況基本落實的項目。他補充，目前在北京、上海等大
城市均看到放盤情況，主要以綜合商業項目為主。

事實上，力寶在內地除了擁有江蘇泰州及淮安等項目外
，在北京亦有住宅加商業的綜合項目。李氏表示，若以可建
築面積計算，該北京項目已經出售 50%，銷售額達 18 億元
。此部分的收入將於明年入帳。他說，加上新加坡的物業將
於明後兩年出售，相信2013及2014年公司將有不錯的收入
表現。至於今年的業績表現，他坦言，地產市道確是差了，
但澳門的項目已經出售逾九成，套現超過10億元。租賃收
入方面，估計港加上新加坡估計全年亦能貢獻10億元，其
中香港的租金加幅逾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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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星國際（00656）與 SOHO 中
國（00410）就爭奪上海外灘 8-1 地
塊權益一事正式鬧上法庭。SOHO
中國（00410）昨日表示，收到復星

的法院訴訟之傳票，但強調有
關申索屬毫無理據，認為不會
對集團之營運或財務狀況造成
任何重大不利影響。

事源於去年 11 月，復星
向 綠 城 中 國（03900）及 上 海 證 大
（00735）收購上海外灘 8-1 地塊 50%
股權。隨後，綠城與上海證大於 12
月向 SOHO 中國賣出餘下 50%的股
權，但復星認為，集團擁有餘下50%
股權的優先購買權，故提出訴訟。

SOHO 中國表示，根據集團中
國法律顧問所告知，該收購並不涉及
轉讓海之門的股權，因此，綠城與上
海證大向集團轉讓證大五道口及綠城
合升之全部股權，並不構成觸犯任
何優先認購權，故該等申索屬毫無
理據。

本港樓價持續上攀，美銀美林調整樓價預期，由
原來的下調 10%，調整為全年上升 5%至 10%。年初
至今，樓價已經上揚7%至8%。美銀美林昨稱，候任
特首梁振英上台後，不會推倒樓市，預料明年樓價持
平，或上升5%。美銀美林（亞太）全球研究部大中
華區房地產研究主管魏志鴻昨表示，相對本港地產股
而言，更看好內房股表現。

魏志鴻表示，現時本港地產股的估值極低，但是
本港樓價卻屢創新高，這是因股票投資者過度憂慮政
府會出招調控樓價，以及投資者仍然受新地（00016
）郭氏兄弟的負面消息影響。相反，他對內房股的看
法較樂觀，因為內地樓價近月逐漸下跌，反映內地有
機會放寬調控力度，掃除不明朗因素，有利內房股股
價反彈，他特別看好銷售額錄得強勁增長的內房股，
認為發展商減價，能做到貨如輪轉，將是利好的。

另外，內房股5月份營運數據回暖，其中首創置
業（02868）上月實現簽約金額9.7億元（人民幣，下
同），同比上漲 19.2%。世茂房地產（00813）上月
單月銷售更創集團歷史新高，按年大幅增加超過1倍

至51.12億元。

預測港樓價升10%
魏志鴻在記者會表示，將今年本港樓價預測調高

到上升 5%至 10%，是由於本港銀行為了增加客戶，
加上資金充裕，今年初將按揭息率由 2.5%降至 2.2%
；另外，本港年初土地供應少，以及股票市場有反彈
，均刺激樓價上升。

他續稱，樓價雖升，但未見泡沫跡象，原因是本
港的住宅租金回報率約 3.5%，仍較 2.2%的按揭息率
高出約1%。不過，他提醒，若美國推出第三輪量化
寬鬆政策（QE3），將會造成本港市場的資產泡沫。

他又指出，現樓價較今年初已上升7%至8%，若
以全年計，升幅超過10%，甚至達15%，因此有機會
引起政府出手干預，預期政府會延長物業印花稅措施
，收緊二套房的按揭成數，以及增加土地供應來為樓
市降溫。不過，他認為，候任特首梁振英上場會增加
土地供應，興建補助性住房，但不會推倒樓市，因為
維持樓價穩定對本港發展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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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銀美林看好內房股

◀黃瑋傑（左）透露，目前輝立向客戶借貨沽空
的貨源，絕大多數是機構投資者或基金的股份。
旁為林日文 本報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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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兆基（左
二）重申買股
票好過買樓
，因最近股
票出現大折
讓，僅為資
產值的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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