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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對美聯儲局將推出量化寬鬆政策的憧憬幻滅，
拖累港股在昨日回吐252點。恒生指數過去一周主要在
19800至20150點間距波動。

恒指全周下跌236 點，平均每日成交量縮減至410
億元。恒指失守10天、20天線及成交偏低，短期走勢
仍受外圍因素影響，支持位暫在19700點。

是次建議的兩隻股份，分別為九龍倉（00004）及
瑞聲科技（02018）。

九龍倉截至今年 6 月底止，半年盈利按年增長
65.3%至236.46億元，撇除投資物業重估盈餘及特殊項
目收益，核心盈利增加 49%至 54.25 億元。期內，地產
投資仍為主要的收入來源，營業盈利增長 15%至 42.61
億元。

集團已完成內地物業銷售100億元人民幣的全年目
標，表現理想。截至6月底，負債比率按半年升2.3個
百分點至 22.9%，手頭現金達 190 億元，財務狀況仍穩
健。投資此股的目標價位在 53.8 元，止蝕位則於 46.4
元。

瑞聲科技中期業績理想，盈利增長41%至7.2億元
（人民幣，下同），營業額增長37.6%至25.9億元，由
於集團加強自動化生產，毛利率維持43.5%，第二季的
毛利率更按季上升 0.9 個百分點至 43.9%，預期下半年
毛利率可進一步提升。

集團上半年收入貢獻最大仍是動圈器件，佔收入
77%，集團正在發展非聲學業務，包括光學鏡片及天線
，可望於今年下半年帶來貢獻。

由於環球對智能電話的消費力仍大，而瑞聲最大客
戶包括蘋果及黑苺手機，盈利前景正面。投資此股的目
標價位在26.5元，止蝕位則於23元。

（筆者為證監會持牌人士及筆者未持有上述股份）

九龍倉．瑞聲科技
□AMTD證券及財富管理業務部總經理 鄧聲興

美國周三晚股市開始變臉，歐洲的故事又給
說得很脆弱，雖然亞洲一陣反高潮，但仍是牆倒
眾人推，周四晚外圍又出現集體雪崩情況，當然
是禍至亞洲市了，最後大家醒覺資金又要回到債
市，而且隱約見到各種圖表都呈現圓頂散貨格
局或孤島的危局……

同時，內地A股市場也是疲軟無力，在上證
2100邊不斷徘徊，周五收市終插破2100點，而個
別板塊的優質股則出現乾跌情況，我也趁低掃入
一些筍價貨，故此，A 股倉位也增加了一點，至
31%。

對於後市，就算是有極端情況出現，我仍是
持續買入！

另外，我周初至周中買進的債券也累積至3%

，但仍維持對歐美亞的持貨在8%；由此，現金水
平略降低到58%。

債券與黃金 下一站美元
外圍亂，避險的情緒又再燃起，或許只是大

家又一次回到現實而已，因為世界根本無實質
性改變過，只是各國領袖輪流出口術安慰一下
大家。

所以，資金一旦發現泡沫有幻滅的危險時，
就即刻回到安全島去：債券及黃金有開始給搶高
了，我相信下一步不是QE3，而是美元先回到強
勢，把周圍的泡沫減去大半；這樣，各莊家才能
在下半場有更多的斬獲！

http://blog.sina.com.cn/yongdao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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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跌是入市良機

經紀愛股

巴克萊睇平保成紅底股

券商薦股
港股周五低開窄幅震盪，致使港股經周四大升後

於周五出現了回落。恒指早盤低開後震盪下滑，午後
，受內地A股市場急跌拖累，港股跌幅擴大，全天氣
氛較差。恒指收報19880點，下跌1.25%或252點，全
日成交額約 398 億元，較上一個交易日的交易額有所
收縮。

恒生分類指數方面，地產跌 1.48%、工商業跌
1.18%、金融跌1.11%、公用事業漲0.01%。

道指周四下跌 115 點，總裁布拉德發表美聯儲會
議紀錄已過時的評論，為憧憬聯儲局推第三輪量寬政
策的市場潑冷水。不到24小時前即看到的聯儲局會議
紀錄暗示QE3或許將要出台，但這麼短預期就能改變
，這難道僅僅就是政治家之間的把戲？

美股科技股中，惠普（HP）下調全年盈利預測，
受消息影響，股價下跌達8%。豐中國製造業採購經
理人指數（PMI）8月份初值回落至47.8，創9個月新
低，根據資料顯示，內地製造業和出口萎縮加速，經
濟增速仍繼續下行。公布歐元區本月PMI綜合初值指
數，按月漲0.1、至46.6但仍是連續7月處於50以下收
縮水準，反映區內經濟持續失去動力，陷入衰退機會

依然較大。
回顧本周有下跌的保險股，太保出的中報利潤下

滑還是比較快的，帶動整個保險行業這周的弱勢走低
。上周關注的內銀業績，內房股，這周也是在回檔下
跌之中。

內地消息方面，國家派出的督導組到全國各地回
來之後，也引發一些爭論，傳言有部分省市也開始討
論可能要徵收房地產稅的範圍，如果消息被確認之後
，房地產市場還是非常堪憂的。水泥、鋼鐵、煤炭這
些，價格都在下行，鐵礦石價格，水泥的出廠價包括
重點建材的價格都在下跌，這類股票在弱勢震盪。市
場回檔的主要藉口是全球的經濟疲弱，而個股方面則
在中報行情的推動下繼續，眼下應該多將注意力放在
個股選擇方面。

個股推薦：莎莎國際（00178）因近期部分店面租
金的不合理上漲，選擇關掉店面而在附近選址重新開
張。新開的店舖會開在客流量偏少的地方，但是內地
遊客還是可以經常光顧這些店舖的，在經濟和消費放
緩的情景下，這種謹慎的經營策略可有效的降低租金
上漲所帶來的經營壓力。公司計劃今年在澳門和香港
新建13家店舖，總店舖將擴增至100家左右。通過往
年歷史資料分析，公司銷售收入有望在今年實現全年
業績增長。

□沈 金

股海篩選

□勝利證券 高 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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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塊尋寶 □贊 華

同仁堂科技（01666）業績基本符
合預期。同仁堂科技 2012 年上半年收
入 和 淨 利 潤 分 別 同 比 增 長 24.8% 和
24.1%，EPS 為 0.36 元，基本符合此前
預計的 0.37 元人民幣。公司無派中期
股息。同時公司也公布董事會變動，任
命執行董事謝占忠為副董事長。

各項經營指標穩定，激勵基金暫未
計 提 。 毛 利 率 略 升 0.9 個 百 分 點 至
50.8%，銷售費用率同比不變，管理費
用率同比上升0.6個百分點，由於借款
增加，利息由去年同期的淨收入變為淨
支出，財務費用率同比上升0.3個百分
點。存貨周轉率同比下降 9.5%，應收
帳款周轉率同比略降 4.5%。去年的激
勵基金暫未反映在半年報中，預計下半
年將計提。

主導產品保持增長。大品種中，牛
黃解毒片同比增長 34.85%，感冒清熱
顆粒同比增長 15.67%，六味地黃丸同
比增長 5.49%。阿膠同比增長估計在
20%多，金匱腎氣丸、西黃丸、牛黃降
壓丸、杞菊地黃丸等也保持較快增長。

子公司快速增長。經營保健品、
出口和海外藥店的同仁堂國藥收入和
淨利潤分別同比增長 33.6%和 19.9%，
淨利潤增速低於收入增速，除了低毛
利率的藥店收入增長的原因之外，估
計海外藥店的投資也增加了費用率。
經營藥妝的同仁堂麥爾海收入 2675 萬
元人民幣，同比增長23.68%。

資本開支雖大，但將提高產能和原
材料供應能力。公司將投入 10.88 億元
人民幣用於大興基地建設，解決產能瓶
頸問題；投入 1.85 億元人民幣用於亳
州基地建設，用於中藥材的淨選和炮製
加工，完善產業鏈。因此，雖然資本開
支較大，但這些基地建成後，將能有效
地提高公司的產能，優化原材料採購，
降低原材料價格波動風險，對於公司的
生產經營有長遠意義。

維持業績預測和 「長線買入」評級
。維持 2012 至 2014 年 EPS 預測分別為

0.54元／0.67元／0.84元人民幣。看好公司的增長潛
力，較高估值體現了市場對公司品牌價值的認同，仍
然按 2013 年 PE 為 20 倍，維持 12 個月目標價 16.3 港
元，維持「長線買入」評級。

國藝控股（08228）早前公布
截至今年6月底止中期業績，公司
成功扭虧為盈實屬好事，隨集團
旗下主題公園項目分階段落成，相
信能進一步推高業績。

國藝主要業務是電影製作及發
行、藝人管理，以及經營 「西樵山
夢工場」項目。在電影製作方面，
集團斥資1億元再拍葉問系列電影
之《葉問─終極一戰》。電影選
定旗下主題公園 「西樵山夢工場」
為拍攝場地，相信可帶動主題公園
的人流，寄望電影叫好叫座，更可
收相輔相成之效。

開拍電影帶旺人流
至於主題公園項目，近年廣東

省大力推廣旅遊業，在 「2011 年
全國各省旅遊總收入」排名榜排行
第 2，旅遊總收入錄得 4860 億元
（人民幣，下同），增長 26 個百
分點。在此利好因素帶動下，相信
有利 「西樵山夢工場」項目前景。

公司估計，遊客參觀影城的入
場門票約180元，而黃大仙祠的門
票約 30 元，估計每名客戶入場消
費約200元。而遊客人數方面，現

時西樵山當地每年約有200萬名遊客，公司的項
目落成後，可令當地遊客人數倍增至約400萬名
，則年收入達8億元。

以上推斷數字還未計旗下的影城項目亦會租
予劇組作拍攝用途，在這方面除了收取場地的租
金外，亦會提供酒店住宿、燈光等拍攝設備租用
等相關服務。據悉，該項目每日可容納 20 個劇
組拍攝，料收費由 5,000 至 1 萬元不等。整個影
城項目將於2012年至2013年分階段完成。

宜趁股價弱勢收集
至於酒店項目，擁有約350間房之五星級酒

店將會在 2013 年第 2 季落成。酒店設計將會以
現代歐陸式為主，並融入希臘色彩元素。另外，
集團亦將於西樵山興建約 77 間美式獨立別墅，
預計2013年落成投入服務，另有280個賓館床位
，公司計劃未來再擴建 10 家賓館，以供基層劇
組人員使用。

由於國藝有關項目尚處於投資期，即使集團
有預留資金用作發展，但不排除適當時間進行配
股或融資，何況最近有基金主動向集團提出入股
建議，故集團股價短期內可能出現波動，並解釋
了本月中開始公司股份交投回落的原因。不過，
因集團項目今、明兩年逐步落實，收入勢將增加
，可趁弱勢時收集。

受美股和內地股市下跌的影響，港股昨日再度失
守二○○○○關，最低見一九八四○，跌二九二點，
收市報一九八八○，跌二五二點。國企指數收九六七
四，跌一六一點。全日總成交三百九十八億元，較上
日少四十九億元。

成交下降，反映了投資者眼見大市乏方向，日升
日跌，無所適從，因而為求自保，遂減少入市，只作
觀望。

民生銀行（01988）破傳統派中期息，本屬好消息
，但外資大行卻視之為未來增長有限，一沽到底，其
跌幅竟為內銀之冠，收六元九角九仙，跌百分之二點
五。以一隻增長三成二的內銀股，竟獲如此對待，我
頭牌百思不得其解，於是本人棄我取之原則，在七元

及六元九角半入市吸納。以中長線持有，近五厘半的
周息率，我認為仍有吸引也！

我之幾隻心水愛股昨日均能逆市上升，包括合和
，收二十五元一角，升百分之一；上實收二十二元四
角，升百分之一點八；希慎收三十四元五角半，升五
仙；中銀香港業績不俗，收市雖跌三角，但買盤仍眾
，下周無妨繼續留意動態。

我注意到下周一公布業績的深控（00604）曾一度
逆流而上，升過二仙，收市雖回跌一仙，但低拋者寥
寥，似乎家對深控的業績仍具信心，去年中期深控
派息七仙，我估計今年仍可照派舊息，周息率八厘六
，確實不俗也。

大市已多次在二萬點關上上落落，如果相信是上
落市，恒指一九七○○左右就可以考慮買第一注貨，
而部分率先下跌者，到價亦可以先買。最強支持應在
一九五○○。

對於部分基金的沽貨套現行動，我認為只是短期

的策略，其不可能長期持有現金。理由是銀行利息等
如零，沽了貨的錢到頭來還是要揀股票買。所以大跌
是入市良機，這一觀點不改變！

▲民生銀行破傳統派中期息，本屬好消息，可是外資大行卻視之為未來增長有限，一沽到底

巴克萊資本發表研究報告指，平保（02318）中期
盈利按年升 9%，至 140 億元（人民幣，下同），略勝
該行預期的138億元。綜合收益亦有較好表現，惟新業
務價值（NBV）表現較差，按年跌9%。仍維持其 「增
持」投資評級，H股目標價100港元。

報告指出，其半年綜合收益為183億，按年大增近
一倍，高出該行預測的10%主要反映其去年第四季增持
的股票投資，於上半年錄得較好表現。償付能力充足率
為177%，情況穩定。

不過，壽險業務的NBV則按年跌9%，遠遜該行預
期的增長 0%至 5%，情況值得關注。利潤率亦錄得 0.8
個百分點的跌幅，反映其於產品組合改善的工作上，結
果並不成功，亦因此未能抵銷銷售額下跌7%的影響。
銷售額按年跌7%，主要體現於經紀銷售及銀保渠道，
分別按年跌7%及6%，當中，經紀銷售渠道，若撇除一
次性保費產品的因素，則經紀生產力按年跌16%，該行
認為，管理層必需為此作詳細解釋。

產險方面則維持相對穩定狀態，綜合成本率維持在
93.1%，表現正面。

銀行業務增長穩定，盈利貢獻再度上升，並錄得按
年 45%令人驚喜的大幅增長，但不良貸款比率升至
0.73%水平，關注類貸款增長 12%，以及淨息差收窄 2
點子等應予以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