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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形勢持續不明朗加劇內地股市跌
勢，滬深兩市昨日低開低走，再創新低。
截 至 收 盤 ， 滬 綜 指 收 報 2024.84 點 ， 跌
2.08% ， 此 前 低 點 為 ○ 九 年 二 月 二 日 的
2011.68 點；深成指報收 8202.20 點，下跌
2.72%。兩市全日共成交約為 1102.4 億元
（人民幣，下同），較上一交易日放大24%。

申銀萬國分析師李筱璇表示，近期政
策層面偏暖，但市場信心疲弱，一旦沒有
持續政策利好刺激，情緒再度轉弱，加重
了對不確定性的負面解讀。一方面對周邊
局勢反應敏感；另一方面美日大幅度量化
寬鬆反而加重了投資者對輸入性通脹的擔
憂，從而國內寬鬆預期降溫。

對於後市，李筱璇認為，儘管滬綜指
接近 2000 點仍有維穩預期，但量能不濟，
權重股疲弱，強勢股補跌，當前走勢已反
映了極度悲觀的市場情緒，但暫時尚無止
跌企穩走出弱勢的動力。

盤面來看，釣魚島形勢有持續緊張之

勢，受此提振，船舶製造板
塊領漲大市，終盤大漲 2.85%
，為兩市唯一上漲板塊。上
海佳豪漲停，報 8.05 元；中
國船舶漲 6.4%，報 21.10 元；
中船股份上漲2.14%，報16.23
元。

摩托車板塊走勢較為抗
跌，個股多數下跌，但收盤
僅跌1.78%，為跌幅最小板塊。

受美國蘋果公司或涉嫌
侵權行為影響，電子器件板
塊跌幅居前。其中，星星科
技跌停，報 8.26 元；正海磁
材下跌 8.66%，報 16.35 元。此外，玻璃行
業、石油行業和煤炭行業等板塊亦弱於大
盤。

瑞銀證券財務管理研究部首席中國投
資策略師高挺昨日預計，隨着財政和貨幣
政策繼續逐步放鬆，中國經濟四季度可能

企穩，上市公司盈利在四季度恢復同比正
增長，A股市場上行動力相對增強。

行業配置上，高挺建議，可選擇非銀
行金融（保險、證券）、房地產、原材料
成本下行的電力和家電板塊、增長相當確
定的食品飲料和醫藥板塊等。

羅兵咸永道報告分析指，今年上半年
中國十大上市銀行淨利潤增幅為17%，只得
去年同期一半，利潤增速明顯放慢，該公
司中國金融業主管合夥人容顯文形容，此

為警示性跌幅，並預測下半年大型商行利
潤增長 10%至 15%，而其他商業銀行則約
20%。報告另提到，十大銀行平均淨息差
（NIM）2.75%，較去年同期及年底微升，
但預計趨勢向下，而不良貸款率為0.78%，
稍低於去年年底，但逾期貸款總額急增，
資產質素風險上升。

報告指出，中國GDP自2010年持續下
降至 2012 年第二季 7.6%的新低位，內地消
費價格指數升幅收窄，各種經濟指標指向
同一方向，反映內地經濟放緩，而上半年
中國十大上市銀行淨利潤為 5132 億元，增
幅只得17%，比去年同期的34%增長大幅減
少，可見銀行經營環境轉差。報告解釋，
盈利放緩主要因為淨息差收窄及政府加強
管制非利息收入業務。容顯文表示，增長
會持續下跌，預測下半年大型商行利潤增

長10%至15%，而其他商行則約20%。但他
認為，利率市場化雖減少盈利，但可提升
銀行風險及資產管理質素；而因應市場，
自訂較高息率借款予中小企，在良好風險
管理下，銀行仍可賺取可觀盈利。

受市場利率化影響，中國十大上市銀
行淨息差平均只得2.75%，較去年同期及年
底微升。他預計，下半年淨息差只會微跌
，但短期持續受壓。貸款表現方面，報告
顯示十大銀行上半年不良貸款 3567 億元，
而不良貸款率為 0.78%，較去年年底減
0.02%，但逾期貸款總額急增，上半年逾期
貸款率錄得1.28%，另一合夥人周世強表示
，6 月尾 0.78%的不良貸款率相信是谷底，
部分逾期貸款會變成不良貸款，預料不良
貸款率年尾會更高。他補充，整體銀行業
前景仍樂觀，只是增長未如以往高。

受到環球央行量寬措施刺激，港股近
期跟隨外圍回升，無論藍籌或三四線股份
，均創 52 周新高，吸引不少公司伺機配
股 「抽水」，市場消息指，越秀房託
（00405）及華潤置地（01109）將會是下
一批配股的股份。

其中，市場盛傳越秀房託計劃配售
12 億股，配股價初步訂為 3.56 元，集資
約 40 億元，較昨日收市報折讓 3.3%。公
司原計劃於本周初配股，惟被同業龍湖地
產（00960）搶先一步，抽水31億元，為
免影響配股反應，越秀房託讓路至下周進

行。
另外，越秀地產（00123）公布，通

過公開拍賣方式，購入山東省煙台市經濟
技術開發區地皮，代價為5.3億元人民幣
（下同）。該地皮總佔地面積約 20 萬平
方米，總可建築面積約 48 萬平方米，平
均土地成本每平方米約為 1100 元，地皮
獲批准作住宅及商業用途。董事會認為，
這次購入的煙台開發區地塊，進一步增加
公司環渤海地區的土地儲備，並且鞏固
「立足廣州，拓展全國」的戰略布局，至

今總土地儲備增加至1201萬平方米。

傳越秀房託配股募40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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滙豐中國9月份製造業PMI數據未見明顯改善，日本出口下降並
下調經濟預測，加上釣魚島事件轉趨緊張，令到亞太區股市全面受壓
，中國股市跌逾2%；日股亦跌1.5%；港股則回落250點，或1.2%，
期間本地強勢地產股調整壓力較大，跌幅介乎2%至3%。另外，花
旗上調恒指今年目標價至22700點。

本報記者 劉鑛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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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第一代華人富豪的健康狀況
一直備受市場關注，日前被傳入院的
新世界（00017）前主席鄭裕彤，昨日
終於獲其兒子，新世界現任主席鄭家
純證實。鄭家純表示，其父確實曾住
院，惟未有透露入院原因及病情，只
稱身體並無大礙，並感謝大家關心。

翻查資料，市場曾在09年1月初
傳出鄭裕彤因暈倒而進入養和醫院接
受治療。消息傳出後，新世界股價單
日曾經急瀉7%。眼見股價插水，鄭裕
彤當日下午親身在公司總部向傳媒澄
清傳聞。

鄭裕彤今次被證實入院，新世界
系內股份表現相對 「淡定」 ，新世界
（00017）股價跌約1.7%，報11.1元
；周大福（01929）跌幅較大，跌
3.3%，收10.9元。新礦資源（01231
）股價不跌反升，漲5.9%，報0.71元
。鄭裕彤私人入股的新時代能源
（00166）則跌4%，報0.94元。

高盛昨日發表今年第四季度亞洲市場
展望，對於第四季港股和內地股市表現持
「中性」看法，惟對未來 12 個月 A 股看

高一線，並相信內地企業盈利增長可帶動
港股回升。該行並相信，未來 12 個月內
地政策上會關注保持經濟增長，或再減存
款準備金及降息。

高盛亞洲策略分析師劉勁津表示，本
港地產股對金融市場調整最為敏感，由於
本港受聯繫匯率影響，負利率和資金充裕
可能令樓價續升，未來3個月看好本地地
產股，特別是折讓較大的股份，也看好部

分金融股如保險股。至於涉及內地需求較
大的板塊如消費股，則需去蕪存菁。未來
一年而言，則認為內地企業盈利可帶動港
股回升，12個月目標價為23500點。不過
他表示由於本港市場易受外圍環境影響，
可能波動較大，故該行並未給予港股增持
評級。

高盛亞太區首席策略分析師慕天輝表
示，現時難以評估美國和日本實施量化寬
鬆對內地貨幣政策的影響，但相信未來
12 個月內地或會再放鬆貨幣政策，如下
調存款準備金率和降息。

至於A股方面，該行認為由於內地經
濟增長遜預期，加上政府換屆在即，潛在
的刺激經濟政策延遲出台，A股仍將低位
徘徊，但市盈率處於歷史低位，已經反映
宏觀經濟和企業盈利風險。該行相信市場
復蘇需要一定時日，未來 6 至 12 個月，
保險、零售、醫療及水泥板塊可望受惠政
策支持，且股份現時估值吸引，是收集的
機會，故未來12個月，仍給予內地A股 「增
持」評級。但慕天輝表示，工業及電訊類股
份不宜沾手。他並指，相對港股，仍對A股
看高一線。

被問及內銀股未來表現，他指內銀雖
然現時估值低，但影響其盈利的不確定因
素很多，如不良貸款問題，若無政策支持
不會大幅好轉。

高盛料恒指一年見23500

羅兵咸料內銀盈利增幅降

港股回升，新股市場也
「復活」。據市場消息，本

地連鎖茶餐廳翠華集團正爭
取下月通過港交所（00388
）聆訊，11 月掛牌，集資
約1億美元。

另據外電報道，復星醫
藥將延至下周作 H 股上市
前初步推介，招股進程亦因
而順延，不過該公司仍冀於
10月中在港掛牌，集資約5
億至6億美元。

另據路透社旗下IFR消
息，鄭州煤機（00564）上市
推介市盈率今年約為14-17
倍，市場消息又指，該公司
定價約相當於明年市盈率 8
至10倍，正洽談基礎投資者
，認購約50%集資額，惠理
基金似有意 「入飛」。

據悉，該股銷售文件顯示，鄭州
煤機擬發售 33.5 億股 H 股，約佔現
有股本 20%，集資 5 億至 6 億美元
（約39-46.8億港元），主要用作拓
展海外業務。該公司最快在 10 月 12
日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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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裕彤入院 新世界股價挫

▲滙豐中國PMI數據顯示，內地
製造業仍處收縮狀態

▲周大福股價昨日下跌3％

▲羅兵咸永道中國金融業主管合夥人容
顯文（左）及周世強 本報攝

▲滬深兩市昨日低開低走 資料圖片

▲高盛亞太區首席策略分析師慕天輝

昨日收市報
20590.92

滙豐昨日公布9月份中國製造業PMI
（採購經理指數），初值為47.8，相較前
值 47.6 略有改善，但持續處於 50 的盛衰
分界線以下，加深投資者對中國經濟放慢
的憂慮。日本央行下調當地今年經濟預測
。另方面，中國派遣軍艦前赴釣魚島附近
海域，令到中日軍事緊張局勢升溫。在多
項不利因素下，市場資金由股市等高風險
資產流入避險資產，令到亞太區股全線向
下。

航運股跌勢明顯
中國股市跌幅最顯著，深滬股市雙雙

下滑2%以上；日本股市亦疲軟，日經指數
跌1.57%，至9086點。分析員指出，日本8
月份對中國的出口按年下跌9.9%，對中國
及全球經濟較敏感的礦業股、船運股和鋼
鐵股跌幅較大，介乎2%至4%；在中國有較
多業務往來的日本股份亦遭到拋售。

港股方面，受到外圍拖累，恒指午後
跌幅顯著擴大，收市時跌 250 點，報
20590 點；國企指數跌141 點，報9707 點
。主板成交 526 億元，較上日減少 109 億
元。資金由本地地產股流走，買入避險能
力較高的公用股。恒地（00012）股價跌
3.4%，報 52.75 元；九倉（00004）則跌
2.3%，報50.8元。公用股逆市造好，電能
實業（00006）升 1%，收 64.95 元；華潤
電力（00836）升0.7%，報17.12元。

外圍經濟前景欠明朗，出口相關股份
被沽，碼頭股中遠太平洋（01199）股價
跌 3%，報 10.68 元。航運股中海集運
（02866）跌 4.1%，收 1.63 元；中遠洋
（01919）跌4%，收3.12元。

券商仍看好後市
展望港股後市，花旗認為，恒指大幅

回落的風險明顯下降，故決定調高恒指今
年底的目標價，由 22000 點調整至 22700
點，相等於 2013 年預測市盈率的 10.4 倍
，而歷史平均市盈率為 12.8 倍。花旗看
好本地地產股，主要考慮到樓市政策風險
較小，物業價格轉趨穩定，對本港發展商
業務有正面影響。

群益香港研究部董事曾永堅表示，由
於資金中線流入風險資產的趨勢不變，相
信恒指未來三個月可以反覆走高，但恒指
短線在21000點遇到較大技術阻力，畢竟
在19500點以下入市持貨的投資者，現價
獲利豐厚，所以稍為降低股票比重。

另外，美股早段反覆偏軟，在美上市
的港股預託證券（ADR）表現靠穩，恒
指 ADR 比例指數報 20604 點，較港股收
市高 12 點。歐元區 9 月份 PMI 意外下降
，重磅股滙控（00005）ADR 折合現報
73.41 元，較港股收市低 0.09 元。其他
ADR 表現向好，中移動（00941）ADR
高出0.17元。

▲港股昨日大幅回落二百五十點▲港股昨日大幅回落二百五十點恒指急挫250點 A股大跌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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