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股漲近2% 滬指重返2100

匯金增持工中行 內銀股全線向上

港股虎頭蛇尾 收市漲112點
內地A股止跌反彈，帶挈恒指最多升268點，國指更一度重上萬點關口，大漲224點

；但道指期貨亞洲時段轉升為跌，打窒投資者入市信心，恒指收市時升幅縮窄至112點，
國指亦無緣企穩在萬點關口以上收市。交銀國際認為宏觀環境不明朗，建議吸納具防守
性增長及長期增長股份；建銀國際則看好太保（02601）等具資產升值能力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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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A股黃金周復市首日盡失人意，市場隨即傳
出中證監夥同國資委聯手出台措施，振興股市；與此
同時，工行（01398）披露匯金在剛過去的第三季度
大手入市該行股份，加上有報道指 「十二五」期間鐵
路基建投資2.3萬億元人民幣。在連串利好消息下，
滬深A股顯著上揚，帶動港股亦跟隨造好。

國指萬點得而復失
恒指高開 102 點後，最多升 268 點，高見 21093

點。可是下午三點過後，道指期貨突然急插，指數由
升轉跌，港股投資者惟恐歐美市場在稍後時間爆出負
面消息，故爭相沽貨止賺，令到恒指升幅縮窄，收市
時升112點，報20937點。國企指數早段曾經跑贏大
市，指數曾升 224 點，高見 10064 點；收市時升 127
點，報9967點，萬點關口得而復失。主板成交508億
元，較上日增加74億元。

工行獲匯金增持，全線內銀股造好，工行股價升
1.5%，收 4.62 元，交行（03328）升幅更勁，達到
3.4%，收5.43元。A股反彈，內險股持有的資產自然
水漲船高，財險（02328）股價升1.9%，報9.88元；
太保股價升1.7%，收23.5元。

繼增持工行後，匯金公司在第三季亦入市增持中
國銀行（03988）。中行昨日公布，匯金公司在第三
季度累計增持中行 1881.24 萬股，持股比例升至
67.64%。此外，匯金公司過去 12 個月以來合計增持
中行2.51億股股份。

據四大行去年公告顯示，匯金公司承諾自去年

10月10日起的一周年內，在市場上增持內銀行股份
。翻查資料，匯金公司坐言起行，過去一段時間持續
在市場買入內銀股，以工行為例，去年四季度至今年
二季度，每季增持數量分別為 5305 萬股、5052 萬股
和700萬股，動用資金約2.2億元人民幣、2.2億元人
民幣和 3000 萬元人民幣；而今年第三季則再增持工
行逾1億股股份。

天虹紡織（02678）發盈喜，預期首三季及全年
業績按年皆錄得大幅增長，股價急彈19%，收3.23元
；錦藝紡織（00565）股價升幅更達到41%，收0.425
元；內地龍頭紡織企業魏橋紡織（02698）升幅亦有
6.2%，收3.05元。

交銀國際昨日發表報告，表示基於宏觀環境不明
朗，故建議投資者繼續專注防守性或具長期增長主題
的股份；包括可受惠於智能手機及移動互聯網的普舜
宇光學（02382）、騰訊（00700）；此外創生控股
（00325）因具備強勁的產品渠道和低估值亦可看高
一線。

建銀看好黃金股
建銀國際則指出，美國長期債券收益率攀升，意

味着投資者風險胃納上升，故建議投資者在這罕有的
投資機會出現前進行策略部署。建銀看好紫金礦業
（02899）等黃金相關股份；江西銅業（00358）等基
本金屬可受益於需求增加、重整庫存；具資產升值得
金融、保際及投資控股公司，包括太保、九倉
（00004）等股份。

法興證券預料，香港四季度市場投資氣氛改善，今年全
年窩輪（衍生權證）和牛熊證合佔大市成交額料達26%，與
去年相若。法興證券環球股票產品部董事李錦表示，隨着內
地政府換屆，政策前景明朗化等，市場憧憬第四季港股交投
會有起色。該行較為看好內銀股、A50相關股份，以及本地
地產股。

根據法興的統計，三季度窩輪和牛熊證的總成交金額為
7236.4 億港元。其中窩輪總成交達 3557.4 億元，按季下跌
7%。牛熊證總成交3679億元，按季下跌4.5%。同期窩輪及
牛熊證每日平均成交金額亦跌 10.2%至 113.1 億港元，佔大
市成交比例 24.4%，上一季佔比則為 25.1%。李錦稱，若大
市本季向好，亦會吸引不少投資者買入窩輪。

近日亦有不少股份創上市新高，該行估計與歐洲穩定機
制出台對股價構成較大支持有關。重磅股滙豐（00005）近
期扶搖直上，滙控窩輪於第二、三季亦都重奪10大最活躍
窩輪首名；李錦認為，亦不排除滙控會於一段時間繼續成為
市場焦點。

被問及第四季發行數量時李錦回應，難以預計第四季發
行人對於輪證發行的數量的增減，需視乎大市的走趨。

李錦表示，第四季看好內銀股、本地地產股、A50相關
股。他相信現時內銀股估值偏低，或將有技術反彈出現；隨
着十八大落實後，有關板塊的窩輪與牛熊證亦漸趨活躍。而
全球放水資金充裕及新樓銷情理想，該行看好香港地產股表
現。

法興料年底窩輪成交回升
【本報記者白墨報道】匯金三季度繼續增持工行

股份，同時發改委密集批覆 15 個海外投資項目等消
息，提振投資者信心。A股周二大幅收高，滬指收復
2100 點關口站上60日均線。分析認為，大盤放量上
攻有利於延長階段性上攻的時間與空間，也增大了大
盤階段性向上突破的可能性。

券商、保險、銀行、信託等金融指標股早盤領漲
大盤，煤炭、有色、醫藥、家電、鐵路基建、互聯網
、地產、環保、地熱等板塊也表現活躍，無一板塊下
跌，滬綜指衝上 2100 點後，繼今年六月一日後首次
站上 60 日均線，最終收報 2115.23 點，漲 1.97%；深
成指收報 8743.86 點，漲 2.39%。兩市全日共成交
1325.7億元（人民幣，下同），較上個交易日放大超
過五成。另外，中小板指上漲2.67%，創業板指上漲
3.17%。

券商料後市續反彈
消息面上，匯金公司三季度增持工商銀行626.63

萬股股份，就此匯金公司 12 個月以來合計增持工商
銀行 1.17 億股。資金方面，中國央行周二開展 2650
億元逆回購操作。有分析指出，本周央行逆回購可能
超過5000億元，相當於下降存準率0.5個百分點。同
時，國家發改委本周一集中批覆了 15 個海外投資項
目，創今年以來新高。

華泰聯合證券易文斌分析，滬綜指突破 60 日均
線打開了市場短期向上的空間，中級反彈的行情有望
展開。成交方面，A股出現底部放量，四季度經濟的
整體形勢雖暫時看不到明顯好轉，但九月份PMI、出
口等數據環比回升給市場帶來信心，市場有望反彈至

上輪下跌時的半分位2250點。
西南證券分析師張剛表示，歷史上看，十月份前

後是關鍵性的時間窗口，這個時間段內A股都有或大
或小的漲勢，最終取決於來自基本面的因素支撐多大
的漲幅。當前國內利好頻出，國外歐債危機的解決將
在十一月份出結果，再負面的消息也會在十月份得到
充分預期、消化。在當前三季報公布之時，建議首選
有業績支撐的績優股。

券商股大漲近半成
匯金增持的消息提振銀行股走強，平安銀行、華

夏銀行、中信銀行、民生銀行、交通銀行的漲幅均超
過2%，工商銀行上漲1.33%，中國銀行漲幅也都超過
1%。監管層鼓勵券商創新先行，券商板塊一度漲近

4.5%，興業證券漲停，西部證券一度觸及漲停，方正
證券、西部證券、國海證券、廣發證券等漲幅均超
5%。

機械、水泥、建築建材等板塊漲幅居前，鼎漢技
術漲停，太原重工漲6.50%。

上市不足兩個月的易方達中證 100A 股 ETF
（83100），正積極研究採用 「雙幣交易」，以
利便投資者以港元計價買賣該ETF投資A股。

由嘉實基金發行的嘉實MSCI中國A股指數
ETF，首次以雙幣方式的ETF產品，讓投資者在
二級市場以港元或人民幣買賣，將於本周五掛牌
。市場人士指出，倘若該模式推行順利，相信其
他已掛牌的 ETF 發行商亦會仿效，從而提升基
金交投情況。

事實上，現時三隻已上市的 A 股 ETF 之中
，首隻上市的華夏滬深300A股ETF（83188）成
交最為活躍，現時日均成交將 180 萬個單位及
4000 萬元。其次為南方 A50ETF（82822）成交
約150個單位及1000萬元，而易方達為三者交投
中最少，現時成交僅 1 萬個單位，涉資不足 30
萬元。不過，與非實物交收的安碩 A50（02823
）比較，A股ETF的活躍程度更是遙不可及。安
碩A50昨日成交最高1.5億股及逾14億元，相當
於三隻A股ETF合計成交超過30倍。

傳易方達A股ETF行雙幣制

內房 「金九」銷售有人歡笑有人愁！其中世茂
房地產（00813）9 月份銷售最為理想。世房表示
，受惠於團隊執行力持續提高，上月成交價量齊升
，9 月份實現銷售額 51.38 億元（人民幣，下同）
，合約銷售面積46.6762萬平方米，按年分別增加
43%及 50%。平均售價為每平方米 11007 元，較上
月增長達10%。

世房於今年首三季度合約銷售額創下佳績，錄
得 356.98 億元，已經超過全年銷售目標 307 億的
16%。累計銷售面積達322萬平方米，平均售價為
每平方米11097元。

越秀地產（00123）9 月份合同銷售金額則為
13.76億元，合同銷售面積約12.54萬平方米，同比
分別上升10%和47%。首9個月累計合同銷售金額

約110.20億元，合同銷售面積約89.20萬平方米，
同比分別上升134%及178%，分別達全年合同銷售
目標不低於 100 億元和 96 萬平方米約 110%和 93%
，表現理想。

公司國慶黃金周期間訂購金額約 4.34 億元，
訂購面積約 3.92 萬平方米，同比分別上升 63%及
118%。截至 10 月 7 日止，公司累計合同銷售及訂
購金額約124.11億元，合同銷售及訂購面積合共約
100.89萬平方米，已超標完成全年目標。

禹洲地產（01628）亦受益於推盤量的增加，
公司銷售業績顯著增長。公司首9個月合約銷售金
額為51.48億元，合約銷售面積為58.09萬平方米；
按年分別增長51%和52%，合約銷售均價每平米為
8873 元。另外，累計的認購未簽約金額約為 5.05
億元。

公司9月份錄得合約銷售金額約6.12億元，環
比增長 67%，同比增長 71%；合約銷售面積約
6.3538萬平方米，環比增長60%，同比增長40%。

不過今年上半年銷售強勁的華潤置地（01109
），9月份合約銷售則強調人意，僅達38億元，按
月跌 36%，按年亦下跌 6%；合約銷售面積涉 34.3
萬平米，按月減少 41%，按年亦跌 5%，月內未有
新項目推售。

瑞信發表研究報告指出，預期華潤置地 10 月
銷售表現將較9月份略好，於本季內，將有兩新樓

盤推售；該行相信，華潤置地今年銷售仍可達標。
該公司早前曾預期，今年全年銷售將可望達500億
元，超出400億元人民幣目標25%。今年至今，華
潤置地合約銷售累達376.8億元人民幣，按年增長
56%，達400億元人民幣目標的94%。

恒大銷售遜預期
另外，恒大地產（03333）今年首三季銷售亦

讓人跌眼鏡！1至9月份，集團累計實現合約銷售
額 585.8 億元，完成全年合約銷售計劃的 73.2%；
累計合約銷售面積973.2萬平方米，累計合約銷售
均價每平方米6019元。

公司9月份實現合約銷售額81.2億元，合約銷
售面積 145.6 萬平方米，合約銷售均價每平方米
5577元。9月份集團新開盤項目1個，在售項目累
計達到164個。

佳兆業（01638）則公布，今年8月及9月，集
團實現合約銷售約為31億元（8月為14.3億元；9
月為 16.3 億元），按年減少 23%。2012 年 8 月及 9
月合約銷售面積為50.1143萬平方米，平均售價為
每平方米6106元。

公司首9個月實現累計合約銷售額110億元，
按年增長7%，僅完成全年銷售目165億元的66.7%
。累計合約銷售面積達約181.94萬平方米，按年增
長14%。因地區組合變化，合約銷售平均售價比去
年同期下降6%到每平方米6036元。

此外，寶龍地產（01238）公布，9 月份合約
銷售達 6.67 億元，較去年同期增 6%。目前年度累
計合約銷售約46.6億元。

內房九月銷售榮辱互見

利福（01212）披露有關分拆物業業務上市
及旗下瀋陽一地塊之最新消息。利福表示，集團
現時正研究分拆其物業投資及開發業務上市，該
等業務將不予用作發展集團核心百貨店等相關業
務。分拆上市建議書已向聯交所呈交。集團同時
公布，擬透過美銀美林、摩根大通以及渣打發行
美元定息債。市場消息透露，利福計劃發行 10
年期3億美元債券，息率定為美國國庫券加295
點子。

債券所得款項將用作償還銀行貸款、就未來
新百貨店項目之資本開支融資，及一般企業用途
。受分拆消息刺激，該股昨日大升近半成，收報
17.1元，成交5740萬元。

利福昨日公布，正在探討透過分拆其物業投
資及開發業務於聯交所主板單獨上市的可行性，
該等業務集中位處內地及香港、現時並無或並不
打算用作核心百貨店業務或相關的物業。建議分
拆的資產包括一塊瀋陽市瀋河區集團百貨店地塊
相鄰、面積3.1376萬平方米土地的土地使用權，
原計劃用作發展商業樓宇。基於需要保護歷史建
築遺址，該地皮可能被施加 15 米之高度限制，
為此集團表示，已積極與政府部門進行磋商及協
助。

穆迪授予利福擬發行的美元債券 「Baa3」評
級；並維持利福發行人評級 「Baa3」。評級展望
穩定，反映穆迪預期該公司的香港業務將繼續產
生強勁而持續的現金流，並在中期內對其國內擴
張計劃保持審慎態度。

穆迪副總裁及高級分析師李建宗表示，按過
去 12 個月基準計算，擬發行債券將使其短期內
的經調整債務對EBITDA比率由3.8倍增加至4.5
倍以上，但同時亦可延長其債務年期，改善資金
穩定性。

此外，是次發債可進一步提升其資產負債表
內強勁的流動資金水準，其截至今年6月底的手
頭現金已超過8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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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銀國際推薦股份
推薦股份

紫金礦業（02899）

江西銅業（00358）

南方航空（01055）

華潤置地（01109）

中國海外（00688）

世茂房（00813）

九龍倉（00004）

中信證券（06030）

海通證券（06837）

中國太保（02601）

中國財險（02328）

昨收市（元）

3.10

19.34

3.63

16.58

19.06

12.90

51.45

14.06

10.26

23.50

9.88

升／跌

+0.3%

-1.6%

-1.6%

+0.1%

-0.7%

-1.3%

-0.1%

+1.0%

+0.5%

+1.7%

+1.9%

▶港股昨日表現反覆，曾經升近三百點
，尾市受期指下跌拖累，收市僅升112
點 新華社

內房股九月份銷售平淡內房股九月份銷售平淡

▲內地股市昨日大升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