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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本周只有三日市，恒指主要在 20799 至 21021
間窄幅上落。內地經濟數據好壞參半，9月份非製造業
商務活動指數為 53.7%，較上月回落 2.6 個百分點；中
國官方 9 月 PMI 為 49.8%，較上月回升 0.6%，自 5 月以
來首次回升。恒指全周升 172 點，平均每日成交量為
471億。市場憧憬下周一內地股市復市後A股有好表現
，料恒指下周可試21100。

是次建議股份分別為東方海外（00316）與海通證
券（06837）。

東方海外因航線運費持續低於基本營運成本，繼本
月上調來往亞洲至北歐航線的20呎及40呎標準箱運費
各200美元後，將於下月1日再度調升有關航線的運費
，加幅不變。

此外，集團亦分別於8月及本月中上調東南亞至澳
洲航線的運費，每個標準箱上調200美元，料有助其改
善毛利。該股獲成交支持，突破主要平均線之上，料短
線上升動力偏強。目標50元，止蝕42.3元。

早前上證綜指一度跌穿 2000 點心理關口，但明顯
在 2000 點有一定支持力，加上內地近期傳出 A 股維穩
措施，有利中資證券類股份，其中海通證券為行業首選
，因為現時其H股股價與A股有15%折讓，估值較為吸
引。

另外，海通今年8月份營運收入達4.85億元人民幣
，較7月增36%，預期在刺激A股政策下，第四季行業
情況會有好轉。目標11元，止蝕於9.4元。

（筆者為證監會持牌人士及筆者未持有上述股份）

東方海外．海通證券
□AMTD證券及財富管理業務部總經理 鄧聲興

如各位所知，本人的短線重倉在A股，外圍
持貨都是中線部署，而對亞洲股市及港股我就堅
定暫不參與這短途賽事；同時，很多戰友都趁黃
金周放長假去也，所以，本周可以說是沒有太大
的交易情緒。我也把精力都放在正常業務及宏觀
分析上了。

觀乎歐美仍在玩政策市，雖是有少許破位之
象，但絕不值得短線犯險；反而現在耐心等待下
周一A股開市及其所引動的投資方向更為可取！

以過往數天各方面報道國內的內需消費表現
，絕對是勝於大部分投資者的預期，我已經收到
不少轉軚看好的投行報告，對消費股及其所拉動
的行業都投以買入的評級；這從港股過去兩天慢
火炒上H股的格局可以證明。相信A股會是千呼
萬喚開個漂亮的紅盤，這其實在公在私都是必然
的，對國慶節是喜上加喜，對國是政事也是有正
面且深遠的意義。

至於我具體對 A 股節後的操盤方針，相信要
等到周一開市前才能決定。但我一定會慢慢品嘗
我持貨過節後的美味大餐的，即是割禾青及持貨
兩手都做，初步以上證2150為關口去驗證市場的
力度，再制定下一步的操作。

新興歐洲資產穩賺
至於外圍，我於本周中段增加了一點點新興

歐洲的資產，至 2%，債券的持份則不變，維持
10%；按圖表走勢看，歐美很快會出現突破，相
信破位後，走勢會較急速，且波幅較大；此刻計
，向上機會較大，我會利用此段行情減持中線持
有的歐美基金，而其中以美股的比重較大。

因為在綜合考量匯率因素後，我以為歐洲資
產會中線跑贏美元資產，由此再制定沽貨的先後
次序，更能優化潛在的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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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紅盤可期 中線減持美股
□容 道

商舖有見頂之虞

經紀愛股

濠賭股回軟買入機會

券商薦股
港股周五高開高走，站上 21000 點大關，資源股

和保險股領漲藍籌。恒生指數報21012點，漲104點或
0.50%；國企指數漲120點，報9969點，漲幅為1.23%
，大市成交452.57億港元。

周邊方面，歐洲央行準備隨時買債，加上美聯儲
上月會議紀錄顯示，若勞動力就業市場未見顯著改善
，不排除加大推出量化寬鬆的力度，利好市場氣氛，
道指周四晚收市升80點。銀行股帶動市場走高，花旗
集團、美國銀行、摩根大通和摩根士丹利等金融銀行
股上漲2%至4%。

美國上周新申領失業救濟人數從 2 個月低位回升
，增 4000 人至 36.7 萬人，但好於預期的 37 萬人。美
股因就業市場資料理想表現不俗，恒指也跟隨了其上
升的走勢。油價上升 4.05%至 91.71 美元，金價上升
0.94%至 1796.5 美元。油價反彈，歐元兌美元升至 1.3
水準。航空股可能受油價反彈而受壓。

港股消息方面，造紙股及化工股走勢較好，包括
玖龍紙業（02689）及維達國際（03331），因市場預

期到公司近期可能要提高產品價格。而服裝股板塊持
續受到追捧，二線本地房地產股也明顯見到資金流入
。總的來說，市場投資偏好轉向了前期一些未上漲個
股。但本地零售消費股及賭業股因近期行業資料不振
而受到壓制。受國內抵制日貨影響，日本相關汽車股
如東風汽車（00489）和廣汽集團（02238）也可能繼
續跑輸大市，華晨汽車（01114）、長城汽車（02333
）和吉利汽車（00175）銷量的上升可能會逐漸體現出
來。

目前看，歐美市場還是保持整體強勢的狀態，港
股則需要等下周一內地市場恢復交易後，確認明顯的
方向，近期應該暫時了結獲利較大的個股，關注前期
滯脹股。

個股推薦：中國人壽（02628）上半年資產負債表
顯著改善，業務結構和品質持續優化，這主要是由於
公司強化了以價值為導向的考核體系，同時加強產品
創新和轉型力度，中國人壽發展勢頭強勁。中國人壽
9 月個險和銀保新單保費增速均將顯著領先於同業。
在個險管道，預計中國人壽 9 月新單保費同比大幅上
漲。這一強勁發展趨勢還將繼續得以維持。目標價格
21.50港元，止蝕價格26.10港元。

□大 衛

股海篩選

□勝利證券 高 鵑

心水股
國 壽 （02628）
海通證券 （06837）
東方海外 （0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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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塊尋寶 □贊 華

「慢火煎魚」的港股，昨
日終於闖過恒指二一○○○關
，收二一○一二，升一○四點
，是第五個交易日上揚，五日
合共上升四八五，屬小步慢跑
，繼續予人以穩定趨升的感
覺。

國企指數收九九六五，升
一一六點，離一○○○○點大
關尚有三十五點之遙，估計下
周內地A股復市，若有好表現
，國企指數重上萬點關已是箭
在弦上矣！

成交總額四百五十二億元
，較上日少三十億元，反映了
一般小戶對後市仍然審慎，未
有出現狂躁現象，而這一點反
而有助大市健康穩固地發展。

升降互見的走勢持續。昨
日成份股中，以落後股彈升最
突出，其中，中信泰富升百分
之五，中遠太平洋升百分之二
點八，利豐升百分之二點五，
中鋁升百分之三，國泰升百分
之二點二，為五大升幅藍籌。
下跌股方面，九倉、長實、電
能、新地、太古、港鐵、思捷
、騰訊、華潤電力等均榜上有
名。

大市重上渴望已久的二一
○○○關，走勢自然是討人歡
喜。今回合乃一步一個印慢升
，予人以平穩慎重之感。昨日
在挑戰二一○○○關之時，也
是陣上陣落熬過一陣子，最終
才確認得以搶灘成功，可見今
次升上去，乃心思熟慮之舉，

有助於投資者增強信心。
我頭牌之愛股昨日跑出合和，壯升百分之三

點六，收二十八元五角，再創五十二周新高。看
勢頭很可能以三十元關為挑戰目標，持貨者不妨
耐心守候，以求食盡這個上升浪。

下周一內地股市重開，估計上升的機會較大
，如果有利好政策出台，就更加有信心。近日環
球股市均以上升為主導，內地股市料也不會例外
。未升的板塊數來數去就只剩下久沉的內銀股和
內房股，能否成為新一輪升市的領導者，且拭目
以觀之可也！

本港零售業吹淡風，近數月來零售銷售貨值呈低
單位數增長，與高峰期的兩成增幅成強烈對比，其中
奢侈品銷售更現明顯跌幅，有珠寶金行暫緩擴展新店
計劃，本港商舖市道有見頂之虞，多年來有升無跌的
商舖租售價格，遲早步入調整期。

零售業或八年最差
雖然內地到港旅客數目有增無減，但內地客整體

消費力有下降跡象，過往對珠寶首飾、鐘表及名貴禮
品趨之若鶩，目前購買意欲卻顯著降溫，可能與內地
經濟放緩有關。

八月份本港零售銷售貨值增長百分之四點三，而
七月份則為百分之三點九，其中珠寶鐘表等奢侈品銷
售更錄得按年下跌百分之三點四，為三年來最大跌幅

，反映零售業淡勢已成，這與今年零售銷售接近兩成
增長有很大差距。

珠寶金行叫停擴張
香港零售管理協會主席麥瑞琼發出預警，本港零

售業市道有硬着陸風險，大幅下調今年零售銷售增長
預測，從百分之十五降至百分之七，可能是七至八年
來最低的增長數字，據知有小型零售商已支撐不住而
結業，因而十分關注商舖承接力問題，估計商舖租金
有調整壓力。

事實上，面對內地客消費力轉弱，過往不少珠寶
金行以高昂租金搶佔旺區街舖的情況有變，例如周生
生已暫緩開設新分店計劃，這對商舖租售價格走勢會
有直接影響。

早前也有大型零售集團捱不住瘋漲的租金，國際
時裝品牌集團 H&M 位於中環皇后大道中的三萬方呎
旗艦店將於明年秋結業，決定不再續租。

其實，近數年本港商舖租售價格以倍數瘋狂上升

，已到達天價水平，零售業市道轉弱，商舖物業必然
首當其衝。

收租股急回有啟示
目前位於中環、銅鑼灣、尖沙咀及旺角的街舖租

金動輒一、二千元，而售價每呎最高接近十萬元。據
高力國際最新發表的全球商舖物業報告，全球商舖租
金最貴街道為美國紐約第五大道，呎租達一千七百一
十一元，而本港皇后大道中及廣東道，則以呎租一千
一百九十元並列第二。換言之，全球商舖租金最貴的
五條街道中，竟有兩條來自本港。

各類物業之中，本港商舖市道可說升得最為瘋癲
，一旦市況逆轉向下，調整幅度可大可小。

近日九倉與太古地產等有大型商場出租物業的地
產股有明顯回吐，尤其是太古地產，大股東短期內兩
度大手減持股份，預示商舖市道快將見頂。

由於推廣及行政開支等增加
，致Focus Media（08112）今年
第二季度業績仍錄得虧損，但相
對於今年首季度的虧損額870萬
元，次季僅蝕200萬元，已有顯
著收窄，加上預期前期推廣開支
效益逐漸發揮，可望恢復盈利。

Focus Media 是一間在香港
及新加坡經營、規模完善的數碼
戶外媒體公司。以選定地點的數
量計算，集團是於香港及新加坡
的辦公室及商業大廈的電梯大堂
建立規模龐大網絡的最大數碼戶
外媒體公司。

進駐星最高商廈
最近，公司在新加坡最高商

廈One Raffles Place大堂設置平
面顯示屏幕，發展戶外廣告業務
，今次已是集團第三度進駐新加
坡著名最高商廈，目前當地最高
的 3 幢 商 廈 大 堂 包 括 One
Raffles Place、Republic Plaza 及
UOB Plaza均已成為網絡選定地
點，標誌着集團業務的新里程碑。

今次進駐的商廈是新加坡著
名地標之一，位於當地的商業區
心臟地帶，第 1 座樓共有 62 層
，高 282 米，可租用面積達 35
萬平方呎，除了是新加坡最高的
大廈，同時亦是全球最高建築之
一，而第 2 座則樓高 38 層，可
租用面積同樣達35萬平方呎。

Focus Media 未來將繼續尋
找不同平台的媒體合作，致力成
為第1家泛亞洲的數碼戶外廣告
媒體企業。下一步的發展目標瞄
準台灣、越南及中國大陸。目前
，公司位於星、港兩地的選定地
點已超過 1,200 個，分別覆蓋近
八成及近六成的白領人士。

網絡規模不斷擴大
過去半年，公司位於新加坡辦公室及商業

大廈的選定地點增長17%近380個；在香港的
業務亦不斷增長，選定地點增長12%達590個
，網絡規模正不斷擴大。

按照互聯網公司調查顯示，在 2005 至
2010 年間，用於香港的戶外廣告媒體的廣告
支出的年均複合增長率為 9.5%，僅次於互聯
網的11.8%，而戶外廣告媒體的增長，更比佔
第三位的電台廣告多近一半，增長速度之快反
映此行業前景無限。

為了爭取更多廣告客戶群，公司不排除在
住宅大廈大堂、便利店、超級市場等設置電視
廣告屏幕的可能性。Focus Media 基本因素良
好，股價有條件看漲。

▲雖然內地到港旅客數目有增無減，但整體消費力有下降跡象，而多年來有升無跌的商舖租售價格，預料
遲早步入調整期

瑞信發表研究報告指出，9月份澳門博彩收入按年
升 12.3%，符合預期。迄今澳門博彩收入按年升 14.9%
至2233億元澳幣。該行預期，全年博彩收入達374億美
元，即第四季按年增長3.9%。

濠賭股股價反映投資者對數據反應負面。該行認為
，主要是由於市場預期較高。該行又指出，9月下旬澳
門博彩收入增長放緩，主要是由於贏率波動及旅客
轉移至十一黃金周才到訪所致。十一黃金周訪客人
數強勁。10 月 1 日至 3 日，總訪澳人數及內地訪澳人
數按年增加 35.8%及 15.1%，而首 8 個月的增長則為
1.1%及6.6%。

該行認為，市場對9月份數據反應過度，市場預期
今年全年錄10%至12%增長，盈利預測有潛在上升的可
能，為投資者提供買入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