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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銀國際發表研究報告認為，因內地今年餘下的貸
款額度有限，近日傳出部分內銀收緊房貸審批，包括下
調甚至取消首套房的房貸利率折扣優惠，相信對用家的
入市意欲會帶來短期影響。

此外，由於內地房企於首 10 個月已平均完成 87%
銷售目標，當中部分內房更已完成或接近完成全年目標
，銷售壓力減輕。因此，綜合上述兩因素，交銀國際認
為本月及下月，內地房地產合同銷售勢頭將有所放慢。

報告續指出，雖然部分內房年初至今的銷售表現落
後，但相信能於年底前趕上進度。該行指出，此類內房
股料於短期出現跑贏同業的銷售表現，例如萬科（深：
000002）、雅居樂（03383）、碧桂園（02007）及龍湖
地產（00960）。

交銀國際表示，現時內房股板塊的淨資產淨值折讓
為44%，按估值而言，上升空間有限，加上政策並無短
期內放鬆的跡象，且中央於 「十八大」重申對房地產市
場維持嚴厲態度，認為板塊缺乏短期推動力，維持內房
股 「與大市同步」投資評級。

而在板塊當中，該行首選世茂房地產（00813）及
雅居樂，予兩公司 「買入」投資評級，目標價分別為
17.4元及12.2元。

無獨有偶，瑞銀也認為，世茂房地產今年首 10 個
月合同銷售按年增長47%，又基於公司更新產品定位、
組織結構和現金流管理，已實現去槓桿化。相信世房經
營的能力能使其進一步擴大市場份額。

瑞銀估計世房明年將能增加可銷售資源 20%-30%
至780萬平方米，有助合約銷售持續增長。相信平均銷
售價格較高，是提高利潤率的主要因素。同時並上調世
房2013年及2014年每股盈利預測2%及11%，目標價由
15.1元上調20%至18.11元，維持 「買入」評級。

相信世茂利潤改善及增長能見度更佳，可收窄與其
他一線發展商如中國海外（00688）、華潤置地（01109
）和龍湖地產的估值差距。

內房股首選世房雅居樂

瑞信集團發表研究報告稱，首予昆侖能源
（00135） 「優於大市」投資評級，目標價17.9元
。該行預期，公司2013年及2014年的盈利增長分
別為20%與23%。

該行認為，昆侖液化天然氣燃料的經營模式
，能夠受惠目前天然氣制度，管道燃氣成本受規
範而液化天然氣的價格則並無限制；又因公司定
位良好，受惠其地域覆蓋範圍。

六福目標價25.7元
瑞信表示，六福集團（00590）將於本月 28

日公布2013年度上半年業績，在欠缺去年同期錄
得1.8億黃金庫存收益的支持，以及經營成本不斷
上升的情況下，該行預計中期純利按年跌 34%，
至4.73億元。

另外，由於今年 9 月的同店銷售增長差過預
期，以及公司面對租金壓力，故下調2013至2015
財年的每股盈利預測2%至11%，不過相信2012年
11月的同店銷售增長，在較低基數的情況下，很
快將回升至正增長。

該行指出，短期內的因素，包括中國經濟是
否見底，以及下半年的龍年效應，料帶動黃金珠
寶的需求，維持 「跑贏大市」評級，目標價 25.7
元，為2013年預測每股盈利11倍，相對現股價，
仍有28%上升空間。

紫金與金價同步走高
此外，高盛預計金價升勢將持續至2015年，

反映寬鬆貨幣政策及低息持續，2013至2015年金
價預測上調 6%、8%及 21%，分別至每盎司 1811
美元、1884美元及1922美元。該行相信，金礦股
有機會繼續跑贏金價。

同時將紫金礦業（02899）2013 至 2015 年盈
利預測相應調高4%/3%/9%，H股目標價由3.8元
上調至4.05元，維持 「確信買入」，認為更龐大
黃金儲量及成本競爭優勢可望提升投資價值；A
股目標價由4.8元人民幣調高至4.84元人民幣，評
級 「買入」。

至於招金礦業（01818）2013 至 2015 年盈測
上調3%、2%、9%，目標價由13.1元調高至13.83
元，評級維持 「中性」。

亞洲航空長線盈利出色
大和總研發表研究報告指出，亞洲區航空公

司長線盈利能力將會遠超於其他環球同行，因為
亞洲宏觀正面因素支持，包括：經濟快速增長，
以及低收入市民仍佔大部分比例，都有助長線航
空需求打下穩固基礎。

該行給予中國國航（00753） 「買入」評級，
H股目標價6.6元，因定位良好，能捕捉未來內地
交通量反彈增長，同時，專注商務旅客及貨運業
務均是股價中線催化劑。

另外，大和亦看好國泰航空（00293），給予
「優於大市」評級，目標價14.7元，因其是最佳

的商務營運商。

瑞信：昆侖優於大市

商舖租金貴得離譜

經紀愛股

在內銀股與內房股挾升之下，恒指昨日反彈二五三
點，收復前日失地，國企指數則升一七五點，以一零四
零五收市，但成交金額只有四百八十三億元，比前日少
四十億元，未能確定大市跌定回穩。

即月期指昨日收市呈低水二十三點。
家電股標青，創維數碼（00751）十月份彩電增長

強勁，帶動股價再創一年新高，昨日以四元五角五仙，
上升三角二仙，可待回調低吸。

創維升勢凌厲
□羅 星

券商薦股
港股周三小幅高開後震盪上揚，地產股和金融股

領漲藍籌，在銀行股帶動下尾盤收漲。恒生指數報
21441.99 點，漲幅為 253.34 點或 1.20%，大市成交
483.44億港元。

市場對美國可否避過財政懸崖的看法日益悲觀，
抵銷了零售企業銷售資料不俗的消息，使美國隔晚股
市下跌。隔夜道瓊斯指數下跌59 點或0.46%。較早時
，美國總統奧巴馬在白宮會見勞工領袖及商界人士，
希望爭取各方支持他提出的延長中產階級稅務寬減，
但取消富有人士稅務優惠的建議。

至於股票市場，科技股成為重災區，微軟下跌
3.2% 。 該 公 司 宣 布 ， 主 導 Windows 開 發 的 總 裁
Steven Sinofsky辭職，令到該家全球最大軟體商出現
了不明朗因素。思科在收市後公布的業績有驚喜，股
價在市後時段漲6.9%。

巿場短期焦點很可能仍是美國的財政斷崖。中國
A股市場的表現近期也是非常弱勢，年內再出政策的
概率不高，A股走強的機會不大。而希臘的情況有轉

機，令歐洲股巿上升，但從昨天的亞洲股巿很可能不
會對此有任何反應。

目前市場普遍認為部分板塊（如水泥及航運）的
強勢並無太多基本因素支持，投資者重點要留意的是
鐵路及電信設備股。本周五恒指會進行成份股篩選，
若思捷環球（00330）被剔除出恒指，則會為股價最後
一波下跌打開空間。

內地十八大之後維穩的預期結束，雖然會議期間
股市也沒穩定，而資料顯示內地經濟基本已經見底，
未來再度下探的機會較小。不過臨近年尾銀行回籠資
金對市場不利，預計港股短期還需調整才可穩定，建
議重點關注鐵路、電氣及電信設備股。

個股推薦：中興通訊（00763）公布的三季度收入
下滑和低毛利率訂單集中確認是造成業績虧損的直接
原因。受到歐洲方面經濟下滑的影響，部分海外專案
工程進度在推遲，而內地運營商的採購模式發生了變
化。兩部分合計造成約40億元的收入後延，造成第三
季度收入同比下滑 13.6%。可能最壞的時期已經過去
，預計四季度業績開始好轉，對於2013年TD-LTE投
資的啟動，也是予以了憧憬。長期目標價格18元，止
蝕價格9元。

□大 衛

異動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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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關係未來幾年將進入摩
擦升溫期，而地緣政爭會成為主
要矛盾，並可能影響到雙邊經貿
交往（本欄 11 月 14 日）。由於
中美關係對兩國及全球均異常重
要，而美國大選期間又在這方面
引起了不少爭議，故有必要就相
關議題多加探討。

對華政策成了美國選戰中雙
方多番爭辯的議題，由此亦帶來
了幾個疑問：（一）誰當總統對
華政策有否分別？（二）奧巴馬
連任令對華政策有連續性是否較
好？（三）候選人羅姆尼及奧巴
馬均稱要對中國更強硬，羅還說
上任後即要把中國列為匯率操縱
國。這些競選承諾會否兌現？

現時大選已有結果，但不表
示上述問題便無意義，因回答此
等問題將有助更深入認識美國對
華政策，探討毫不過時。首先，
那一黨及那一個候選人上台，對
華政策的根本不會改變。這是兩
黨有共識的，分別只會是枝節上
、技術上及作風上的，最終卻殊
途同歸。美國對華的根本策略是
兩面派：一面要合作保利益，另
一面要遏制以保 「一哥」及霸主
地位。遏華政策遠在 2000 年便
開始，布什甫上任便想搞中國，
並弄出海南撞機事件，後來因 9
．11事件才轉移焦點去反恐。但
到了布什次任後段，由於感到中
國崛起的威脅不容忽視，便開始
部署圍堵中國，把軍力移向西太
平洋及更多關注亞洲事務。這個

戰略改變始自共和黨的布什，民主黨的奧巴馬則
全力推行並發揚光大，力推 「重返亞洲」策略，
並把軍事戰略由同時打兩場戰爭改為 「1+」戰
略：即主打一場戰爭而同時牽制另一敵人。這個
「1」明顯是中國， 「+」暫時看是伊朗及朝

鮮。
這也解答了政策連續性的問題，由上述可見

政策本就連續，不受政黨或總統人選更換影響。
因此無論奧巴馬連任與否，美國都會繼續強化
「重返亞洲」的圍堵中國策略。連任只是消除了

新人上台的磨合期，可減少短期的不明朗性，但
這只是枝節事項而非根本所在。

另一方面，羅奧誰上台或許對中國有點分別
，但這並非來自對華政策，而是因其他方面政策
的間接影響。美國智庫 SAIC 的 Carla Freeman
博士指出，羅姆尼比較關注中東問題，故可能會
分了心而影響到遏華行動。筆者亦有相同想法，
但實際分別有多少卻很難說。因為奧巴馬在現實
需要下也絕不能忽視中東，特別是中東正處歷史
性巨變中，而美國與伊朗的對抗有增無已，以色
列在旁又蠢蠢欲動。何況中國也有辦法令美國
「分心」，就是採用 「西進」政策。

如上述羅奧對華強硬的競選承諾必會兌現，
但個別具體做法（如匯率操縱的指責）卻不一定
會實行，故屬有虛有實：根本政策實而枝節虛。
對個別具體承諾上台後不予實現，在西方並非罕
見，也非大不了的事。

雖然內地客購買奢侈品意欲下降以及珠寶鐘表零
售集團暫停擴張步伐，但本港商舖物業租售價格繼續
瘋漲，與市場承接力嚴重脫節，已有零售連鎖集團吃
不消，考慮退出一線零售旺區，反映本港營商環境轉
差，是一個重要警號，對本港經濟發展相當不利。

比香榭麗舍大道貴1.3倍
高緯環球昨日發表一份全球商舖物業報告，直指

本港銅鑼灣商舖租金貴絕全球，截至今年六月底止，
一年每方呎租金成本為二千六百三十美元，按年升百
分之三十四點九，比紐約第五街一年每呎租金成本二
千五百美元為高，令本港十一年來首次登上榜首位置。

在全球商舖租金排行榜中，排行第三與第四的巴
黎香榭麗舍大道與東京銀座，一年租金成本為一千一

百二十九美元與一千零五十七美元。

租售價瘋漲嚇退零售商
以此比較，本港銅鑼灣商舖租金比巴黎香榭麗舍

大道大幅高出一倍三，可見本港商舖實在貴得離譜！
近年本港商舖租售價格所以瘋漲，主要受惠大量

內地旅客到港購買奢侈品熱潮，因而吸引全球奢侈品
零售集團在本港零售旺區不惜以高價搶租舖位，加上
本地珠寶鐘表零售連鎖集團大舉擴張分店，形成近年
商舖租售價格三級跳。

不過，過去半年內地客在港購買奢侈品熱潮明顯
降溫，其中八月份本港奢侈品銷售竟然錄得按年跌幅
，剛公布九月份零售銷售貨值增長反彈至百分之九點
四，主要受到中秋節日影響，實際零售市道未見好轉
。據聞十月國慶黃金周假期，本港零售集團營業額增
幅有限，甚至出現下跌。

商舖租售價格持續上調之下，零售銷售又無大起
色，今年本港整體零售銷售貨值可能放緩至單位數增

長，為七、八年來最低數字，與往年約百分之二十相
去甚遠，令零售集團經營愈來愈困難。

因此，周大福、周生生等珠寶零售集團已宣布暫停
擴張分店，部分零售集團如 G2000，考慮退出一線零
售集團，令近期旺區商舖空置有增加跡象，突顯了商
舖物業市場泡沫化嚴重，租售價格遠遠拋離承接力。

泡沫化嚴重當局或干預
由於商舖物業不在額外印花稅與買家印花稅徵收

範圍之內，近月炒家活躍商舖市場，進一步推升租售
價格，例如中環擺花街一個舖位傳每方呎售價十二萬
二千元高價成交，如此下去，恐怕當局遲早出手，將
額外印花稅率伸延至商舖物業。

若然商舖物業泡沫繼續惡化，本港營商環境日趨
困難，在高昂租金下，工商業可能出現結業潮，倒頭
來受害者將是普羅打工仔，以不涉民生為由，反對當
局打遏商舖炒風，實在說不過去。

▲ 面對商舖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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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港股先跌後升，恒指受惠
內地政局穩定及十八大選出高層領
導，令指數克服過去的回落，重上
二一四○○關，以二一四四一點收
市，升二五三點。國企指數收一○
四○五，升一七五點，升幅百分之
一點七二，較恒指升百分之一點二
為佳。全日總成交四百八十三億元
，只屬一般水平，反映了觀望的取
態仍佔主導。

大部分藍籌都隨市上升。內銀
股在跌得較多之後，終有反彈。中
國銀行收三元一角八仙升九仙，升
幅百分之二點九。工行收五元一角
一仙，升一角五仙，升幅百分之三
。建行收五元八角四仙，升一角八
仙，升百分之三點二。農行收三元
三角七仙，升一角，升幅百分之三
。四大商銀普遍有三巴仙的升幅，
相當凌厲，也予小投資者一次較強
的信心支持，亦即內銀的長期偏低
，終有被糾正的時候。事實上，若
內銀能重奪帥旗，主導大市，後市
的表現肯定要好得多。

現時，要關注的是經過昨日回
升後，還能否再有上升的動力，這
是最值得留意的反應。如果仍是曇
花一現，則後市還將持續反覆，只
有緩慢而穩定地上升並成為新的模
式，大市才會有新的發展。

經昨日回升後，大市短期之低
位在二一二○○左右，這也是撐住
二一○○○關不墜的一個重要屏障
。後市何去何從，只看一兩日不能
作準，還要繼續觀察。

熱錢似乎已沒有再大規模注入
，但亦不似已經流走，一日熱錢仍在，後市仍然有機
會，繼續留意內地十八大的政局變化可也。基本上，
大家是視作好消息來看待的。

外圍市況同樣舉足輕重。當本地市沒有方向時，
外圍的升降，就會起主導作用了。估計短期恒指仍會
在二一○○○至二一六○○之間上落，無大突破的機
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