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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生稱不加快按揭審批
恒生副董事長兼行政總裁李慧敏表示，市場普遍預料歐

央行於議息會議後會公布購買短債，該行並無估計買債規模
，但會密切留意。她指，歐央行購入短債有助穩定歐元區債
券息率及資金流動性。

有報道指銀行近日物業估價進取，她說，恒生以近日成
交價作為審批按揭基礎，同時亦會考慮物業質素、地點，及
按揭申請人的還款能力，不會因市況變化而加快按揭審批。

她補充，該行會繼續增聘前線人手，尤其在零售業務方
面，預計年底由現時的650人增至1000人。

歐央行議息會議前夕，港股繼續企定定，恒指全
日升 64 點，但鐵路及相關股份卻炮彈式飆上。內地
一口氣批出上海、廣州等多個城市軌道交通項目，中
國南車（01766）飆8%、中鐵（00390）漲7%；政府
公布 「港人港地」計劃前，本地地產股逆市偏軟。

市場對於歐央行行長德拉吉買債計劃有不同傳聞
版本，投資者寧願觀望等候正式會議結果，再部署入
市策略。恒指低開 43 點後，全日牛皮反覆，高低波
幅只有139點，收市時倒升64點，報19209點。國指
升 49 點，報 9069 點。主板成交 437 億元，較上日減
少75億元。

國企指數微升49點
內地發改委本周三在網站公布，批出廣州、廈門

、上海、哈爾濱等城市的軌道交通建設規劃；江蘇省
沿江城市群城際軌交網、內蒙古呼包鄂地區城際鐵路
亦獲批。消息為鐵路建設、動車製造、鐵路訊息等行
業股份帶來利好作用。

鐵路建設股中鐵建（01186）股價升 6.5%，收
6.39元；中鐵（00390）升7%，收3.17元。動車製造

股中國南車（01766）股價升 8.7%，收 5.2 元。鐵路
系統信息供應商中國自動化（00569）股價升 13.9%
，收 1.47 元；南車時代（03898）升 5.8%，收 19.56
元。

港地產股普遍 「腳軟」
特首在收市後公布 「港人港地」計劃，本地地產

股普遍 「腳軟」。恒隆地產（00101）跌 1.3%，收
25.45 元；長實（00001）跌 0.8%，收 103.8 元。新地
（00016）險守百元關口，回落 0.4%，收 100.1 元。
投資者再炒港府批出免費電視經營牌照，有線寬頻
（01097）股價升 6.9%，收 0.385 元；城電（01137）
亦跟升 6.2%，收 2.03 元。應該最受衝擊的電視廣播
（00511），股價不跌反升4.7%，報56.3元。

建銀國際發表報告，認為隨着市場調低中國經濟
增長預測，及預期政策推出步伐速度減慢，投資者應
在九月份餘下時間採取具防守性的入市策略。建銀推
介強勁現金流及盈利穩定的香港收租股、電力股及電
訊股；避免吸納現金流較弱，兼且有大量應收帳的公
司。

另外，交銀國際調整 「下半年十大首推股票」名
單，剔出天工國際（00826）及中國黃金（02099），
納入創生控股（00325）及招金礦業（01818）。交銀
表示，自公布首推股票名單後，組合截至本周三的平
均回報率為 5.8%，跑贏同期恒指表現。鑑於大市波
動，所以減持中小型周期股的比重，增加防守性股份。

穆迪發表最新報告指出，8 月份亞洲流動
性壓力指數（LSI/Liquidity Stress Index）呈
現惡化，其中 21.8%的投資級別（investment
grade）公司流動性偏弱，而7月份僅16.8%，創
2010年9月以來最大環比變幅，並升至2010年
首季最高水平，而 08 年金融海嘯時的比例為
37%。

報告顯示，中國的公司的流動性分類指數
，以往的穩定改善趨勢出現逆轉，指數為
20.4%，創 2011 年 4 月以來最高，較 7 月份的
16.3%高出4.1個百分點。當中，內地房地產公
司的流動性分類指數，由7月份的17.9%，大升
至 8 月份的 25%，即有約四分之一的企業流動
性出現疲弱。

另外，穆迪將盛高置地（00337）評級，由
「B2」下調一級至 「B3」，另將其高級無抵押

債券評級，由 「B3」下調至 「Caa1」，評級的
展望為 「負面」。報告指出，盛高置地面臨着
日益上升的流動性風險，原因是其銷售的現金
收入不足，削弱了該公司為運營及償債提供資
金的能力。穆迪預計，由於公司多數項目的所
在城市，受到內地限購令的影響，估計公司未
來六至十二個月的銷售依然低迷。

銷售額較低將導致 EBITDA（息稅折舊前
利潤）下降，將令其難以滿足其債券和貸款協
議中，有關債務承受測試及財務契約的能力指
標，因而限制其舉債能力，並進一步損害流動
性狀況。

降建滔化工至非投資評級
而穆迪將建滔化工（00148）評級，由

「Baa3」下調一檔至 「Ba1」，即跌入非投資評
級（non investment grade）類別，而評級展望
為穩定。

該報告解釋，降級主要由於建滔化工信用
狀況轉弱及財務槓桿偏高，難以再支持其投資
級別的評級。另一方面，來自通用化學品及地
產發展業務的收入貢獻增加，將會拖累公司的
盈利及現金流更波動，削弱其信用狀況。

建滔化工上半年業績遜於預期，核心業務
EBITDA 按年大跌 37%，當中化工業務的利潤
跌幅更高達55%。穆迪認為，未來12個月生產
業務的產能使用率及盈利能力，將繼續受到壓
力，主要由於全球消費者對於電子產品的需求
下降，加上內地化工產品均有供應過剩的問題。
短期而言，該公司的營運表現很難有重大改善。

對於壹傳媒（00282）正與獨立第三方洽談，
擬出售台灣媒體資產一事，電訊盈科（00008）昨
於收巿後刊發澄清公告，強調集團附屬公司及相
關人士，並無磋商併購台灣媒體業務。

在港上巿的壹傳媒日前證實，正獲獨立第三
方洽購台灣印刷媒體及若干資產，包括台灣《蘋
果日報》、台灣《爽報》及台灣《壹周刊》等業
務。市場消息傳出，來自台灣地區及香港的富豪
有意參與競投，包括身兼香港《信報》大股東的
電盈主席李澤楷，還有台灣女首富兼宏達電董事
長王雪紅、富士康（02038）母公司鴻海董事長郭
台銘等。

台灣媒體又報道，壹傳媒出售台灣資產，除
了吸引香港及台灣富豪外，亦吸引當地投資銀行
界，目前傳曾任富邦集團董事長蔡明忠、台灣獨
立投資者張果軍及吳榮輝已組成私募基金。

報道提到，收購的交易架構非常複雜，包括
現金，亦有機會承受《壹電視》的債務，故具體
交易金額仍有待財務稽核。

壹傳媒自公布獲洽購台灣資產後，股價備受
追捧，昨日早段再升近一成，高見 0.7 元，收報
0.66 元，升 3.1%，兩日累升 20%。澄清主席及集
團未有洽購的電盈，股價則靠穩，昨收報3.09元
，升1.3%。

早前中國高精密（00591）以 「國家機密」為由拒絕披
露資料，引起市場議論紛紛。作為國際主要會計師行之一的
畢馬威國際主席安茂德表示，對事件不太清楚，相信事件主
要是內地與香港兩地法律出現衝突所致，但相信業界會盡量
作出配合。

安茂德又表示，全球經濟目前有四大風險，包括歐債問
題、美國財政緊縮、中國經濟可能出現硬着陸，及中東的政
治緊張問題，並指全球需要作出平衡。他指出，目前歐洲經
濟疲弱，預期歐洲中央銀行將於議息時推出合適措施救市，
但難以估計歐央行採取什麼方法救市。

早前安茂德曾指出，全球經濟面臨歐債危機，亞洲地區
是崛起的新勢力，他升任畢馬威國際主席一職後，特別將主
席辦公室從美國搬遷到香港，就是看好香港鄰近中國、印度
、韓國與東南亞的地理位置。

對於新興市場，安茂德表示，除了中國市場外，現時印
度亦吸引大量外國投資湧入，

成為全球不可忽視投資市
場；俄羅斯正試圖向世
界證明它的自由經濟

市場，其消
費市場和銀
行業擁有很
大潛力；巴
西優勢在於
擁有豐富天
然資源與世
界級農業，
加上目前正
為 2016 年奧
運，巴西正
在推動振興
措施，擁有
巨大的經濟
發展潛力。

三隻RQFII ETF昨日表現
ETF

南方A50（82822）

易方達中證100（83100）

華夏滬深300（83188）

收報

7.15元

21.20元

22.35元

升跌

+0.989%

+0.474%

+1.131%

成交金額

3918.6萬元

118.3萬元

252.7萬元

成交量

552.6萬單位

5.6萬單位

11.4萬單位

內地A股持續低迷，本港三
隻直接投資A股的人民幣合格境
外機構投資者（RQFII）ETF 掛
牌後表現未如理想，交投淡靜。
惟市場上始終缺乏直接投資A股
的產品，加上憧憬中央未來出手
救市，市場需求仍然殷切。易方
達 香 港 旗 下 易 方 達 中 證 100
（83100）掛牌短短不到兩星期
即宣布加碼，將剛獲外管局發放
額外30億元人民幣RQFII投資額
度，全數撥入基金。

本報記者 邵淑芬

現時市場只有三隻 RQFII ETF，分
別為華夏滬深 300ETF（83188）、易方達
中證 100（83100）及南方富時 A50 ETF
（82822）。但 A 股市場疲弱，三者自掛
牌以來，基金價格反覆向下，交投亦異常
淡靜。如昨日易方達中證 100 及華夏滬深
300兩隻ETF的成交額均只得118.3萬元及
252.7萬元，成交量僅5.6萬個基金單位及
11.4 萬個基金單位。南方 A50 成交則較為
熱烈，成交額達 3918.6 萬元，成交量為
552.6萬個基金單位。

機構投資者反應仍熱烈
雖然散戶反應冷淡，但由於市場仍缺

乏人民幣投資產品，故機構投資者反應仍
十分熱烈。易方達及南方基金早前已各自
表明，會於近月申請增加RQFII的額度。
而易方達昨日宣布，剛獲外管局發放額外
30億元人民幣RQFII投資額度，為首家獲
增加RQFII額度的基金公司。

易方達香港常務董事林永森表示，易
方達中證 100 取得額外 30 億元人民幣
RQFII投資額度後，可製造更多基金單位
，滿足來自全球，包括本地、亞洲、歐洲
、拉美及中東的投資者需求。

他預計，未來一段時間，國內經濟基
本面資料或仍將偏弱，中央政府出台刺激

經濟的貨幣和財政政策的局面將繼續。公
司維持A股目前處於反覆築底階段的判斷
，若中央政府出降低存款準備金率或減息
措施，將有利地產和有色金屬等周期性行
業的表現。他重申，易方達中證 100 的總
開支費率不超過每年資產淨值 0.99%，較
合成 A 股 ETF 逾 1%為低，且沒有交易對
手風險，是機構和零售投資者追蹤A股表
現理想之選。

業界：A股現處極低水平
海通國際證券環球投資策略部副總裁

郭家耀表示，RQFII ETF 掛牌後交投淡
靜，主要由於A股低迷，散戶投資者處觀
望態度。但對機構投資者而言，市場面上
始終缺乏直接投資 A 股的產品，加上
RQFII ETF 相對其他合成 A 股 ETF 的風
險較低。

此外，A股現時已處極低水平，市場
憧 憬 中 央 將 推 出 救 市 措 施 ， 故 RQFII
ETF 十分受機構投資者歡迎。至於三隻
RQFII ETF 掛牌後交投淡靜，他表示並
不擔心，指當A股回復暢旺時，散戶投資
者自會跟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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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迪：亞企資金流動性惡化高精密事件現兩地法律衝突
畢馬威：業界盡力配合

▲

畢馬威國際
主席安茂德

本報攝

▲內地A股持續低迷
， 三 隻 A 股 RQFII
ETF價位反覆偏軟，
交投淡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