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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在港從事中小學補習業務的現代教育（01082
），積極部署衝出香港，早前宣布與深圳市政府旗下機
構合作，拓展兩地文化教育市場，現價市盈率僅6倍多
，明顯被市場低估發展潛力。

現代教育與深圳市益文圖書進出口公司達成策略性
合作協議，益文是 「深圳新聞出版局」和 「深圳對外貿
易發展局」，全資擁有深圳書城的深圳出版發行集團旗
下公司，雙方合作項目包括電子書、青少年培訓班及遙
距課程。

與深圳益文合作
電子書方面，雙方將開展 「PC版電子書銷售」合

作業務，拓展電子書市場，並計劃在深圳書城推出教學
版電子書，準備電子書課程，第一階段目標為推出164
本幼稚園至小學不同年級及系列的教學版電子書作教學
培訓。

今年 9 月開學，現代教育將向約 5200 名本港 「現
代小學士」學生之家長推介電子書教材，率先在香港啟
動電子書教育，讓學生熟習電子書學習環境，為未來電
子書課堂學習作充分準備。

青少年培訓班合作業務上，現代教育將透過益文發
揮深圳出版發行集團的優勢，與旗下深圳書城培訓中心
合作，利用深圳書城現有的場地、資質、許可和其他資
源，合作開展 「青少年培訓班」業務，包括 「電子書課
堂」、 「IELTS雅思英語」及 「深孩在港課程」等類別
的課程。

此外，益文將就 「國內著名大學遙距課程」與現代
教育開展合作，為香港學生開設內地名校遙距課程，亦
會考慮於集團在香港的教育中心開辦課程。

其實與益文合作前，現代教育已積極在內地開辦國
際課程，現已於廣東省3個城市的一流中學開辦國際預
科課程，期望未來 3 年拓展至 10 個城市，內地業務的
發展，料成集團未來盈利主要增長動力。

一站式教育服務
至於本港業務方面，現代教育亦積極擴展，提供

「一站式」教育服務，包括中學補習、小學補習、正規
日校、成人英語教學及海外升學和外國大學銜接課程。
公司亦透過提供海外大學先修班及發展留港升讀大學銜
接課程。

自 2007 年起，本港出生率已穩步回升，相信未來
兒童及青少年補習市場的需求將愈來愈大，至於內地市
場亦因應市民收入增加，對教育要求愈見嚴謹，現代教
育發展潛力實在不容小覷。

現代教育力拓內地
□贊 華

先報告一下最新持倉情況，好讓大家對我的
買賣操作有一個概略：A 股增持到 22%，歐亞美
增加一點到22%，港股及H股猛增至5%，商品基
金及新興國貨量微增至 5%，現金減持不少至
46%！

如上周六所言，A 股在本周初又提供了低撈
的機會，尤其周一趁外圍的恐慌氣氛，在上周五
搖搖欲墜的跌勢下，更出現不少超跌的場面，板
塊輪動更是頻繁，這當中提供了不少筍價買入的
機會，關鍵是大家事前要有充分準備及決心，見
好價即殺入，才能抓住靚價！周二雖然是普升，
但也有一些價值股板塊仍然疲軟，也是一個靜靜
吸，不用爭先恐後的買貨機會。

投資要信念加操作
我不理會什麼 「鑽石底」的爭論，因為對實

際操作意義不大；熟知我的讀者應知我是歡迎繼
續破底，也早預計會破的；但我有一信念就是 A

股離底不遠，價值已現，久跌必升！加以好的操
盤方法，則不管怎樣，都是會賺錢的！

同樣的道理，我開始在周一及周二全球大跌
市時，重新開始對外圍市場進行買入行動，最直
接的當然買入陪跌，但跌得最痛的港股及H股了
，跟着就是新興市場及歐洲了，這次可說是除了
老美以外作了一次全球性的加注了。

所以，持有的現金一下子少了 10%！但從數
字看，我的戰鬥力應該可以伴隨這陣子的債務及
經濟崩潰危機，再大戰多個回合以上都是沒有問
題的。

不過，我提醒大家一下，美國正在拍賣美債
，所以，我就不會買美股的。因為那當中的水太
深了，操控性太強了。我願意與各類大孖沙莊家
基金及機構對戰，但從不願和一個國家去較量，
因為我絕對無法參與其遊戲規則，或反對，或改
變，或領悟，最終結果只有被霸權吞噬吧了！

http://blog.sina.com.cn/yongdao2009

侍機全面增持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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滙控欠股東一個交代

板塊尋寶

中海外先升後跌
□羅 星

券商薦股
港股昨日早盤因颱風休市，午後恢復交易。市況

受滙豐7月中國PMI數據回升的刺激，港股小幅高開
後震盪沖高，而由於市場利空消息居多，恒指經兩次
沖高後震盪回落，其後，受內地A股市場於尾市收窄
與歐洲股市早盤表現疲軟的影響，港股跌幅急速擴大
，最大跌幅超過 200 點，於尾市並沒明顯收窄，失守
19000 點。恒指收報 18903 點，下跌 0.79%或 150 點，
半日成交額約293億元。

恒生分類指數方面，工商業跌0.8%，金融跌0.8%
，地產跌1.18%，公用事業漲0.05%，其中，49隻成份
股中，10 隻上揚，而金沙中國升 1.78%，領漲成份股
。受千二億高價收購的影響，中海油（00883）挫 4%
，受併購因素拖累，中信證券（06030）仍未止跌；受
擔心巨額賠償的影響，多數內險股並未止跌。

市場消息方面，繼傳出IMF及德國或放棄救助希
臘後，西班牙地方債務問題惡化且債息率升至逾 7 厘
危險水準，再者，消息稱，西班牙政府將考慮申請全
面救助，避免已經迫近的財務崩潰局面，使市場擔憂
西班牙債務惡化，同時，穆迪下調德國AAA評級前景
至負面、意大利十城市面臨嚴重資金緊張、西班牙禁
止賣空所有證券 3 個月、意大利禁止賣空銀行保險股

一周，以及歐元區 7 月製造業 PMI 初值為 44.1 創自
2009年6月以來37個月新低，這些消息大大加劇市場
對歐債危機擔憂，歐元兌美元匯率曾跌穿 1.21 支撐
位。

面對利空消息充斥市場，美聯儲並沒有出台任何
利好刺激計劃，提振市場信心，使美國10年期國債收
益率創新低，美元指數創近期新高。而滙豐中國製造
業PMI本月初值升至49.5為五個月來最高，其中產出
指數從 6 月的 49.3 上升至 51.2 為 9 個月以來最高，同
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指，正協助希臘克服經濟困難
，這些利好消息並沒使市場回穩。

總的來說，歐洲不利消息充斥市場，加劇市場對
歐債危機的擔憂，儘管中國數據出現利好，但是面對
市場轉壞，美聯儲遲遲未出手提振市場，令市場失望
，因此，在市場消息沒有出現轉好跡象之前，建議投
資者審慎投資。

個股推薦：華能國際電力（00902）中央有可能促
進電力行業的體制改革，改變市場煤、限價電的定價
方式，充分激發內地發電企業的活力。同時，內地煤
炭價格走弱，進口煤的價格又限制了現貨煤的上漲空
間。在上巿電力股中，華能國際電力業績對於煤炭價
格的敏感度最高，煤價回落會促使近期華能的業績大
為好轉。2012年市帳率1倍，與恒生國企指數平均1.2
倍的市帳率相比估值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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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縱橫 □趙令彬

中非經貿合作發展迅猛引致西
方批評，反映了西方面對的雙重壓
力，一是心理不平衡，過去的主導
地位丟失風光不再，二是利益攸關
，中國進入及非洲冒起，將進一步
擠壓西方在非的既得利益，何況中
國的進入將有助非洲加快冒起。因
此西方自必要盡力挑撥中非關係以
製造不和諧。

中國與非洲的合作，其實帶有
一定的援助性質，這從新一輪強化
合作的措施中便可見到：其中包括
撥 出 200 億 美 元 作 為 信 貸 基 金
（2009年曾提供100億），以支持
非洲的基建和農業、製造業及中小
企業的發展，繼續在人才培訓、醫
療及技術傳輸示範等方面提供援助
，包括提供到中國留學的獎學金等
，此外還會支持非洲的一體化建設
。這些措施乃在資金、技術及人力
資源等多方面扶助非洲發展，自然
也可由此強化人民間的交往，和在
產業發展上的合作。

中國與非洲的經貿合作自可為
非洲創造就業：新投入的資金、技
術，必須配搭當地勞工。筆者在埃
塞俄比亞公路上，便見到中國企業
參與的擴建工程，看到駕駛土建機
械的都是當地人，只有很少的中國
人從旁監督工程。至於所謂入口衝
擊當地生產，即使有也不會嚴重，
非洲大多數地區工業並不發達，且
都是具有民族特色的，與中國產品
互補居多。當然，不排除中國貨大
量進入，將擠壓了當地發展新產業
的空間。因此中國應作好全盤計劃
，把一些在本國面臨淘汰的勞動密

集加工業移到非洲。為此要尋求當地政府合作，
如撥地設立專區吸納投資項目，和理順投資監管
、勞工及基建配套等問題。年前商務部已提出此
類建議，理應加快落實。這樣中國對非出口便可
由製成品、一般消費品，至小部分轉向部件及機
器等資本貨品和高檔消費品，實行結構調整。

同時，中國有關部門還應加強對赴非企業的
跟蹤管理，對於普遍性問題及較重大個別事件要
及時督導處理，一方面保障中國企業合法權益，
另方面保證不因企業違法亂紀影響中非合作大局
。例如年前的贊比亞礦場勞資糾紛，便因發生槍
擊案，常被西方輿論拿來說事。當局必須改變企
業出國可以不理的思維，今後對於當地勞資關係
、與地方官民關係，環保及產品質量等問題，都
必須多加關注。

最後，必須更多注意中國企業在非洲面臨的
經營風險，特別是非經濟方面的問題，如治安不
靖威脅人員及財產安全，又如政局不穩導致大規
模動亂等。最近的利比亞變天及蘇丹分裂事件，
便充分顯示了風險之高。這便要求國家有關部門
，更多關心企業在走出去時，是否已做足政治風
險管理。

西意債務危機可能拖累德國，穆迪擔憂德國、荷蘭
及盧森堡最終可能要為歐豬國債務包底，包括發行歐洲
共同債券以及由歐央行購買歐豬國國債，德荷盧三個評
級展望降為負面，令歐亞股市昨日無力反彈，港股昨日
再挫一百五十點，以一八九零三收市，而國企指數亦跌
五十點，以九二一七收市，半日市成交金額只有二百九
十二億元。

內地傳出中央可能加碼調控樓市，內房股先升後跌
，中國海外發展（00688）昨日以十六元九角四仙收市
，跌兩角。

近期黑氣纏身的滙豐控股，受困洗黑錢與操控拆
息等金融醜聞，連日更傳出監管機構介入調查，甚至
可能提出檢控消息，導致股價兩日重挫百分之七，比
大市跌幅為大。對於市場諸多不利傳聞，滙控仍不發
聲明作出澄清，透明度不足之餘，也欠股東一個交
代。

不利傳聞應作澄清
上周初美國參議院發表一份指控滙控未有效防止

存在近十年的洗黑錢活動，容許涉及毒販與恐怖分子
的可疑資金從墨西哥、伊朗及沙特等地轉移至美國，
當中有可能通過滙控在港分支部門。為此，滙控派出
高層出席美國國會聽證會與承認錯誤，但滙控始終不
肯披露事件的來龍去脈，同時有關監控部門出了什麼

亂子、今後如何堵塞漏洞、承擔損失以及追究責任等
問題，滙控一概無可奉告。

據報香港金管局已跟進滙控涉洗黑錢事件，可能
實地審查了解是否達到防止洗黑錢活動的監控要求，
滙控有必要就市場傳聞作出回應，而港交所亦需跟進
，要求滙控發表詳細澄清通告，避免股價受到市場謠
言影響而出現不正常的波動。

欠透明度令人失望
事實上，市場原本估計滙控爭取與美國當局達成

和解協議，賠償金額為十億美元。不過，最近消息稱
金額可能遠超此數，將會影響業績表現，況且美國監
管與司法機構不排除對滙控窮追猛打，今次滙控捲入
洗黑錢事件手尾甚長，小股東眼見近日滙控股價急挫
，可以暴跳如雷來形容，但滙控繼續保持沉默，這不
是一間跨國金融集團應有態度，透明度如此不足令人
失望。

除了洗黑錢事件，滙控還涉嫌操控歐洲銀行同業

拆息，也是可大可小。繼金融時報報道歐洲監管機構
對滙控、法國興業、法國農業信貸及德意志銀行交易
員進行調查之後，華爾街日報引述消息人士，最少十
二名交易員以及九間金融機構，正涉及刑事或民事調
查，可見銀行操控倫敦銀行同業拆息與歐洲銀行同業
拆息事件愈鬧愈大，究竟滙控以及旗下的交易員是否
牽涉其中？滙控不能默不作聲，有責任向股東解釋。

市值兩日損失千億
其實，滙控受困不利傳聞，過去兩日股價急挫百

分之七，從六十七元急挫至昨日的六十二元五仙，跌
幅比恒指更大，市值蒸發接近一千億元。

利淡傳聞不絕，滙控股價跌勢恐未休止，下周公
布次季業績，為滙控管理層向小股東作出詳細交代的
好機會。

襲港的股市風暴未因風球卸下而
息止，反而在淡友推波助瀾下愈演愈
烈，恒指昨日痛失一九○○○及一八
九○○兩個大關，最低見一八八五四
，收市報一八九○三，跌一五○點，
是連續第二日下挫，兩日合共失地七
三七點。

國企指數收九二一七，跌五十四
點，跌幅比恒指為小。全日總成交因
半日市的關係，減至二百九十二億元
。不過若化為全日市計，成交反而有
所增加。

七月期指收一八八五○，低水五
十三點，成交六萬四千手，離結算只
餘四個交易天。

現指數為六月廿五日收一八八九
七點之後最低，若一八八○○不保，
下一個支持要到一八五○○。

不少藍籌昨日都遭到 「報復式」
的拋售，長實失守一○○元關，收九
十九元，跌一元五角。港交所再跌五
角，收一○一元五角，離一○○元關
僅數步之遙。滙控成為淡友的新箭靶
，昨日最低時跌破六十二元關，只報
六十一元九角，收市六十二元○五仙
，跌一元○五仙，創三十日新低，更
關鍵的應是六十元價位，而五十二周
最低為五十六元，希望上述兩關可以
保住吧！

昨市表現較佳的是內地電信股，
中移動升七角半，已接下滙控作為大
好友的帥旗。聯通升二仙，中電信升
七仙，都惹人好感。此外，李嘉誠、
李澤鉅兩父子增持中聚電池，令該股
股價升逾一成，算是弱市中的一朵奇
葩。

我頭牌繼續按原訂計劃辦，即逢
低收集上實、合和、希慎三隻心水愛
股。昨日上實逆市升二角，平貨買不

到。合和只跌五仙一個價位，高於開市的二十一元
低價，恕我眼拙手慢，根本看不到。為此，昨日能
見低吸納者，為希慎是也。我在希慎跌約百分之二
時入市，分別在三十一元五角半和二十一元六角兩
個位吸入。美林、瑞信、花旗是三大沽家，而極訊
、輝立、巴克萊是三大買家，且看最終鹿死誰手
了。

▲滙控受困不利傳聞，過去兩日股價急挫百分之七，跌幅比恒指更大，市值蒸發接近一千億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