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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初，市場已盛傳昌興國際（00803）擬收購馬
來西亞鐵礦，至日前終告落實，集團將收購大馬斯里再
也鐵礦全部權益，涉資不多於50.7億元或約6.5億美元
。為籌集發展資金，公司獲中國─東盟投資合作基金購
入一筆總值 1.95 億元或 2500 萬美元的 3 年期可換股債
券。相信完成有關交易後，昌興已完成建立其鐵礦王國
，短線資金需要不大，長遠則可看高一線。

據公布所述，斯里再也礦為露天鐵礦，位於馬來西
亞彭亨州斯里再也兩個互連的場址，在2號礦及3號礦
內指定區域的總採礦面積約420英畝。第3個場址面積
為約169英畝，鄰近其餘兩個場址，則為1號礦，目前
用作斯里再也工廠的場址。

總儲量達1億公噸
據來自 Micromine Proprietary Ltd 編製的合資格

人士報告草擬本，推斷斯里再也礦的鐵礦石資源總估計
儲量約達1億公噸。

至於交易代價，主要透過發行換股債券及新股支付
，即集團其實毋須付現鈔已可完成收購，而其後的發展
開支又有中國─東盟投資合作基金鼎力支持，所得資金
將用作收購業務之專業費用及第三方開支，以及其後的
發展所需。

昌興主要在中國從事水泥及熟料的買賣、對花崗岩
物料生產的投資及經 PMHL 經營鐵礦石貿易及房地產
開發。由於鋼鐵產業出現多項基本改變，無可避免壓縮
貿易商的盈利，解釋了集團何以尋求較具競爭力的價格
直接對原材料供應作出投資。這次收購能鞏固獲取鐵礦
石可靠來源之餘，亦提高其鐵礦石貿易業務的回報，可
說一舉兩得。

即時提供盈利貢獻
截至今年9月底止，斯里再也鐵礦已開採約300萬

公噸未經加工處理的鐵礦石，待集團完成收購後，相信
此鐵礦可即時為集團帶來盈利貢獻。

目前，該礦場的產能為每月採礦 30 萬公噸，並於
2012 至 2015 年分階段興建鐵礦及加工廠房相關工程，
目標礦產量及加工進給率為每年800萬公噸，估計可年
賺數以十億元計。

另集團早前投資於巴西從事鐵礦石勘探生產的合資
公司，該鐵礦石加工廠可望於今年底前付運，年產能達
100萬噸，加上這次收購的大馬資產，相信集團已完成
其發展上游業務的計劃。

昌興購鐵礦有錢途
□贊 華

想不到上周尾段沽出債券換入股票的操作策
略，這麼快就有這麼美好的回報。

歐洲對歐債的應對，以及美國的經濟問題有
了一絲曙光，都給予市場突然有了無限的希望，
在周末各項新聞的推波助瀾下，市場也即時變得
亢奮，歐美大部分主要市場，在周一都高收2%以
上，這對比去周四及周五的市況而言，絕對是一
個超短線V型反彈，也應驗了我對市況動盪的判
斷。

因為知道市場震動快而猛，所以，就算一下
子有可觀利潤在手，我也不會全線割禾青，反過
來因應市況作一個差別化對待；具體操作是把亞
洲股票割禾青，留下歐美等待再一輪抽升。

A股2000點折騰 但充滿機會
因為我認為最近一段時間裡，應是歐美的表

現較強於亞洲；這樣操作既可先套利在手，減低
風險，又可博一博歐美V彈的波幅。

至於A股，則於盤中已下破上證2000點了，

雖然周一及周二收市都守於其上，但市場人心散
失，成交低迷，沒有多少人對持貨過夜有信心
的。

我的持貨水平不變，但實際是玩着超短線出
出入入，雖然實際贏得不多，但卻是贏得容易，
因為不少大價或主力藍籌股都是在大幅波動，兩
天內常有超過5%上下的震動，只要你有信念、有
膽量，就不難贏錢。

不過，設定價位這事，一不是天才，二不能
全憑運氣，最重要的是平日要多用功，早定價位
，在電光火石間殺入闖出，才能取得生機，否則
也只能看着釣到的魚又在手中溜走！

報告一下短線持貨組合：債券 9%；股票 6%
；A股34%；現金51%！

還有個半月就結束2012年了，相信A股最差
不會給殺跌到1800點吧⁉

若真有的話，以跌 25 點增 1%的策略，我還
有大把現金呢！所以，突然心有點黑……嘿嘿‼

http：//blog.sina.com.cn/yongdao2009

主動出擊獲得好回報
□容 道

歐洲信用評級嚴峻

板塊尋寶

市場預期美國最終可以避過財政懸崖一劫，美股前
日急升逾二百點，港股昨日高開二百點，但在內地股市
走軟之下，恒指收市時倒跌三十三點，以二一二二八收
市，而國企指數則跌六十二點，全日成交金額有四百八
十五億元。即月期指收市時呈高水四十一點。

寶光實業（00084）昨日逆市上升四仙，以一元九
角五仙收市，成交二百多萬股，短期有望挑戰二元，創
一年新高，月底公布的中期業績惹人憧憬。

寶光挑戰兩元
□羅 星

券商薦股
港股周二高開後，隨A股下跌震盪走低。恒生指

數報21228.28點，跌幅為33.78點或0.16%，大市成交
485.17億港元。恒生分類指數漲跌互現，金融跌0.29%
、地產跌 0.16%、工商業跌 0.03%，僅公用事業漲
0.09%。

隔晚美股飆升，因投資者對財政懸崖問題的憂慮
稍為緩解。道瓊工業平均指數收市升 207.65 點或
1.65%，報12795.96點。金融及科技股走好。美國全國
房地產經紀協會（NAR）公布，美國上月份二手房屋
銷售增長 2.1%，經調整後的二手房屋銷售年率為 479
萬戶，高於市場預期的 475 萬戶。美國全國房屋建築
商協會（NAHB）公布，11月的房屋市場信心指數升
4點至46，是連續第七個月錄得上漲。

油價上升 2.72%至 89.28 美元，金價上升 1.15%至
1734.4 美元。由於中東局勢愈來愈緊張，油價升至一
周高位。看到環球股巿早前因為擔心財政斷崖而下挫
，而現在則忽然因為看到轉機而回升，相比之前的經
歷過的歐債危機感到似曾相識。

基於相信美國財政斷崖終會被解決，但可能會在
最後一刻，所以近期巿場表現得相當波動，特別是考
慮到目前的大巿成交額偏低情況下。

恒指再一次受A股的疲弱表現而拖累，但預計最
終則同樣地會跟隨A股反彈。外匯巿場也平靜下來，

昨天的恒指高開之後，資金開始獲利離場。市場消息
方面，中海集運（02866）售出集裝箱業務並獲利甚豐
，但同時間這是否代表公司產能利用率偏低，或是行
業前景開始暗淡；聯通（00762）的10月3G上客量不
俗，但若計及 2G 上客量則是錄得按月的下跌，可能
用戶快速轉用3G，而公司將要支付更多的補貼。

平保（02318）的弱勢，可能是因為媒體報道滙控
（00005）將出售其持股；康師傅（00322）及國美
（00493）的業績令人失望，或會緊隨百盛（03368）
及安踏（02020）走勢。

留意消費股走勢，目前來看估值一般來說並不便
宜。市場聚焦美國面臨財政懸崖，相關消息均能環球
股市波動，再加上，內地十八大後並沒任何有關提振
經濟政策。預料後市走勢仍較為反覆，關注 21000 點
平台支持位，建議波段操作強勢藍籌。

個股推薦：天津津燃公用（01265）預計未來天津
燃氣將其優良的主營業務資產逐步注入到上市公司當
中。母公司天津燃氣集團由國資委控股，目前在天津
的供氣範圍和管網覆蓋了全市18個區縣，市場佔有率
達95%，擁有壟斷專營權。

需求方面，由於能效消費總量的增長和高效能源
結構的轉變，國家大力推動清潔能源的發展，天然氣
從2010年至2015年天增長約21%左右。隨着優質資產
的注入，以及需求的放大，公司的盈利將會保持告訴
的增長。目標價格2.1元，止蝕價格1.6元。

□大 衛

異動股

□勝利證券 高 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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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縱橫 □趙令彬

中共十八大奠定了新一屆的最
高國家決策層，以習近平為總書記
的第五代領導班子正式登場。新班
子的政策取向與施政作風自令舉世
矚目，因其決定不單影響中國，還
將日益影響全世界。令人驚訝者是
習近平在新班子記者會上的講話，
已經表露出新作風新內涵，和改革
及創新的動力與能力。

講話實中見華言簡意賅，不婆
媽不八股，直話直說實話實說，有
的放矢而矢矢中的。這種風格本身
就是改革：革掉官僚主義形式主義
之風，引來求實實幹重效率之風，
習氏風格已悄然浮出而令人耳目一
新。當然，更重要者是其內容十分
豐富且層次分明，由執政責任說到
施政目標再到實施路徑，形成了一
套邏輯緊密理論創新的科學管治觀
，絕非唱唱高調說些空話，或提幾
個抽象概念便交差了事。

除了對黨的責任外，講話還提
出了對國家的 「雙責任」：對民族
的責任和對人民的責任。前者的努
力目標是實現民族復興，後者的目
標是實現人民所嚮往的美好生活。
為了達到目標必須從政治及經濟上
着力：要發展經濟便要堅持改革開
放，提高社會生產力，並走向共同
富裕。政治上則先要從嚴治黨，解
決貪腐及脫離群眾等種種問題。

講話中確有不少內容可發人深
省。作為一個重要的理論創新，
「雙責任」論有機地結合了民族復

興與建成小康社會等改善民生的目
標。當代中國人必須繼承先賢先烈
的民族復興大業，在這中華文明發
展的重要轉折時刻，更必須抱有歷
史使命感，只有這樣才有機會和有
資格分享榮耀與尊嚴。這只能在民
族復興中獲得，一個貧窮落後捱打
而抬不起頭的民族，還有什麼榮耀
與尊嚴可言？

由此也引申出另一個責任，對
世界及人類文明的責任。講話中提
到： 「在五千多年的文明發展歷程

中，中華民族為人類的文明進步作出了不可磨滅的
貢獻」，因此民族復興大業，也將 「為人類作出新
的更大的貢獻」提供基礎。因此還必須考慮到人類
文明發展所處的歷史階段。在這全球化、信息化及
地球村時代，中國在崛起中必然引發與全世界的強
烈互動：世界改變中國，中國改變世界，中國走向
世界，世界走向中國。這是無可避免者，中國的民
族復興與人類文明的發展已融合一起，中華民族復
興不是孤立和抽離於世界的，而是人類文明發展的
重要部分。當今中國肩上，不單有推動民族復興的
責任，還有推動世界歷史前進的責任。

也正如美國人近年常說的，中國是利益攸關者
，要負起大國責任。中國無疑將會成為負責任的大
國，但中國對世界的責任，其具體內容不會是美國
所想要和可以決定的。

隨着歐洲經濟在四年內第二次出現技術衰退，區
內經濟強國如德國與法國，抵禦歐債危機衝擊能力備
受考驗，繼標準普爾之後，穆迪亦下調法國信貸評級
，歐洲降級風暴愈吹愈勁，德國、荷蘭與奧地利AAA
信貸評級亦隨時不保。

歐洲恐現長期衰退
歐央行計劃無限量購買歐豬國國債，以及商討設

立歐元區的統一銀行業監管，目標建立緊密的財政聯
盟，以為可以重建市場信心，可惜歐豬國實施連串緊
縮財政措施，產生了惡性循環問題。在財政緊縮下，
經濟進一步收縮，結果財政持續惡化，需要歐盟不斷
加碼救助，希臘便是活生生的例子。

不幸的是，延續三年的歐債問題，仍然沒法完全
解決，拖累整個歐洲經濟陷入不景氣，連帶區內經濟
強國如德國、法國、荷蘭紛紛受到拖累。

歐元區次季與第三季GDP分別錄百分之零點二與
百分零點一負增長，技術上出現衰退，為四年內第二
次，而德國與法國經濟暫時避過衰退，但兩國第三季
GDP分別僅增百分之零點二，近乎零增長，未可言消
除衰退陰霾。

抵禦歐債能力下降
最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荷蘭第三季GDP出現百分

之一點一收縮，比預期為差，可見主權債務危機對歐
洲經濟衝擊比預期為大。

禍不單行的是，歐盟與國際貨幣基金就延長希臘
達致削赤目標出現分歧，主權債務問題繼續困擾歐洲
以至全球經濟，持續的財政緊縮政策，歐洲衰退周期
可能比預期為長。

歐洲經濟愈是不濟，主權債務問題愈是棘手。在
這情況下，歐洲已颳起信用降級風暴，最初是歐豬國
，逐步蔓延至其他歐元區經濟強國，繼標普今年初下
調法國信用評級至AA+之後，穆迪昨日亦將法國信用
評級降至 Aa1，主要是法國經濟增長與財政風險上升
，目前法國失業率處於十三年新高，達到百分之十點

二，財赤佔 GDP 逾百分之五，預計明年國債佔 GDP
比例再上升至百分之九十。

雖然法國政府計劃向富豪與大企業抽重稅，但面
臨富豪與大企業撤資威脅，期望帶來二百億歐元額外
稅項收入，令明年財赤佔GDP降至百分之三的如意算
盤未必打得響。

德荷奧有降級可能
目前歐元區擁有AAA信用評級的國家，只餘下德

國、荷蘭與奧地利，但穆迪給予三國信用評級展望是
負面，換言之，若然歐元區經濟持續轉差，德荷奧三
國AAA信用評級也會不保。

法國信用降級消息傳出後，歐元匯價反覆靠穩，
未見太大反應，報一點二七八，相信是市場憧憬歐盟
向希臘發放新一批 「續命錢」。目前歐洲信用評級嚴
峻，投資者不宜掉以輕心，一旦歐元區國家全部失去
AAA地位，作為永久救市基金的歐洲穩定機制如何發
債籌措足夠資金拯救歐豬國？

昨日港股先升後跌，走勢令
人失望。美股道指隔晚漲逾二○
○點，令港股得以高開，最高報
二一四七八，升二一六點，下午
買意退卻，沽壓漸增，三時四十
五分後由升轉跌，最多時跌四十
九點，報二一二一三，收市二一
二二八，跌三十三點。國企指數
收一○二二七，跌六十二點。全
日總成交四百八十五億元，較上
日增二十三億元。

十一月期指收二一二六九，
高水四十一點，離結算尚有七個
交易天。

昨日的走勢大出市場人士意
料之外，可以用 「十分難睇」來
形容。不過亦有人認為，不必對
一個交易日的折返走勢太過看重
，因為很易為人所操控，從前日
先升，到昨日回軟，本周兩個交
易日仍有七十點左右的進帳，不
算太糟。

當然，如果昨日能食住美股
上升之勢推高，表現就正常得多
了。如今以 「不正常」論之，也
許可以先打預防針，以對日後之
真正不正常提高 「免疫力」。

說來有點玄，但股市之升升
跌跌，也常常予人以拍案驚奇之
感。昨日最失望的應是中信泰
富 的 股 東 （00267） ， 全 日 挫
百分之四，並一度創三十日新
低。

以前我頭牌講過，在澳洲投
資要非常小心，一是政府每每以新稅來壓制外資
，什麼資源稅就是如此這般在中信泰富買了鐵礦
後出台的。

其二是原有的礦主可能是扭六壬的鼻祖，合
約常被鑽空子出事。我相信中資對澳洲之資源投
資已自動封盤，因為 「學費」實在太貴！

從走勢看，恒指二一五○○昨日衝不破，便
要再試二一一○○的支持。十一月份太多反覆，
為穩陣計，不宜過多投入。迄今恒指仍較十月底
的二一六四一點低四一三點，似乎是向下炒居多
。以前我講過這個月波幅不夠大，要提防淡友突
如其來的攻勢。

◀德國與
法國第三
季 GDP
近乎零增
長，未可
言消除衰
退陰霾。
圖為德國
工業一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