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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推出第2批金太陽示範工程，拯救內地太陽能
企業，並刺激多隻太陽能股的股價上升，鉑陽太陽能
（00566）是其一，公司上周更公布取得技術突破，所
生產設備可提升成本效益，加上集團正名在即，前景愈
見看好。

輸出產能大幅提高
鉑陽主要從事矽基薄膜光伏設備，其矽鍺生產線最

核心之PECVD（等離子體增強化學氣相沉積）制程工
藝上取得重大突破，預計升級後的生產線，所製造之每
瓦組件成本亦將下降約 9%。每台 PECVD 的制程周期
（含工件架進出時間）約從 5.5 小時降低至 3.4 小時，
因此，單台PECVD之輸出產能將可提高約61.8%。

基於此PECVD新制程工藝，集團已開發出其矽鍺
生產線整線產能升級方案，包括使用最新制程的激光、
退火、焊接、封裝、層壓，以及增加若干瓶頸生產階段
的設備。換言之，集團的競爭力因而提升，盈利前景大
可看高一線。

同時，公司之前動議向漢能授出6億股購股權，每
份行使價0.25元，已獲逾9成股權贊成支持動議，即漢
能可行使早前兩項行使購股權計劃。一旦行使，其於鉑
陽的持股量將高達50%，成為單一大股東，故要向聯交
所申請清洗豁免，有關股東會將於本月 28 日舉行，而
日前已率先通過正名為 「漢能太陽能集團有限公司」，
代表漢能正式入主鉑陽快成事。

漢能坐正大展拳腳
漢能於中國經營或投資數項清潔能源項目，當中包

括太陽能發電、水力發電及風力發電，並已與國內外若
干知名院校建立了合作實驗室，主要進行太陽能光伏發
電、燃料電池以及相關關鍵材料之研發和中試。鉑陽近
一年業績轉佳，主要便是依靠漢能的龐大合約，所以若
得其行使換股權，加強彼此關係，對鉑陽的發展將有重
大幫助。

此外，市場早已傳出消息，當鉑陽取得清洗豁免後
，漢能將行使換股權，漢能大股東李河君還會出任鉑陽
的主席，以宣示主權之餘，也好讓鉑陽配合漢能的太陽
能業務發展步伐。

翻查資料，得漢能之助，鉑陽今年上半年度錄得
7.72億元人民幣的高盈利，成為太陽能企業的奇葩，再
得漢能主理，業績可望更上一層樓。鉑陽股價於高位整
固後，近日再呈異動，相信開車在即。

鉑陽技術突破呈強
□贊 華

經過上一周短暫的假期後，我又回到繁榮且
熱鬧的都市裡，處理一大堆沒完沒了的公事，而
且要補回不少自己投資系統的數據，並重新整理
分析。其間發現過去一周的變化對不少技術分析
，尤其對中期走勢會有着很關鍵性的後向走勢啟
示。

不少重要市場的指數不是在創多年的高位，
就是到達長期下降軌的阻力位，破與不破，關係
一個中期的升浪延續或下跌浪的誕生，碰巧又到
了年尾結算及重新布置之時，更預示此時間關節
點的重要性。

我短線的外圍股票已經全清，債券還有8%，
在近日經濟消息日好日壞之境況下，評論家及投
資者也左搖右擺之時，債券還是維持穩升的格局
；我以為最起碼在未來十天不是股債齊升，就是
股跌債升；也就是說，債券會立於不敗之地。所
以，我決定對債券的減持行動推延一周進行。

另一方面，這陣外圍的升勢已距離我兩三個
月前重整中線組合之際，已有 7 至 10%的漲幅了
，當時減持歐美轉倉買入新興國的行動的現實衡

定是正確的，其中對判斷歐股比美股強的看法，
更是令我十分滿意及自豪。

投資者都知道指數升 X%，好的股票或基金
都隨時可以有2X%或3X%的升幅，所以，我不用細
表讀者都知現在我的中線倉利潤是十分可人的。

然而，基於我首兩段的分析，後巿很快又逢
一關鍵點，我決意於此時減持中線組合內外圍股
票部分，次序是：新興國家；美國；歐洲及亞洲。

A股再衝刺 待上證破2200點
回說 A 股，我還是按着上周的操作部署，升

25點減1.5%，比較機械式的，也不去聽各位評論
員及證券商的報告，不多想後面的風光怎樣，因
為之前都說了我這回是以2200點為這浪的第一道
驗證關口，所以，配合這兩天的行情，我短線的
A股又給我減持套利了2%左右，就暫時不去想人
家對日後A股能達3000點的預言了，其實，此刻
望着放進口袋裡的利潤已經心滿意足了，而且，
我現在短線A股的持股還有24%呢！

http：//blog.sina.com.cn/yongdao2009

中線組合沽出歐美股票基金
□容 道

樓市需要從嚴調控

板塊尋寶

光國有苗頭
□羅 星

券商薦股
恒生指數周二收盤下跌18.88點，報22494.73點，

跌幅為 0.08%，大市成交 1180 億港元。友邦保險
（01299）受利空消息帶動領跌藍籌股。恒生分類指數
2 升 2 跌，金融跌 0.17%、地產跌 0.94%，而工商業漲
0.23%、公用事業漲0.30%。雖云H股全天落後A股，
不過，上證指數上升僅1%，收報2162.46

周邊方面，市場憧憬美國財政懸崖談判最終達成
協議，隔晚道指連跌三個交易日後反彈，以接近全日
最高位收市。道指升100點，報13235點。距離美國墮
崖僅兩星期，奧巴馬與共和黨眾議院議長再在白宮會
面，討論削支及加稅問題，歷時45分鐘，雙方均沒有
透露詳情。有報道指出，民主共和兩黨已開始商討，
待明年 1 月才達成財政協議，因屆時所有稅率均自動
提高，談判焦點將由加變減，令各自面對的反對聲音
減至最低，對雙方均是不錯的選擇。

美股成份股中，金融及科技股領漲。蘋果雖然
被花旗降級，由買入下調至中性，目標價也從 675 美
元大降至 575 美元，但中國銷售理想為股價帶來支援
，守 500 美元大關，收報 518.83 美元，升 9 美元或
1.8%。上周五，蘋果在華公開發售 iPhone 5 短短 3
天，銷量便突破 200 萬部，打破中國開賣首周銷售紀
錄。

A股仍然延續了上星期五的強勢，但恒指則表現

背馳。也許是現價水準已反映不少的投機因素，而
AIG配售友邦保險股份也影響了巿場氣氛。

大巿成交依然高企，而熱炒股如葉岩氣相關股仍
然吸引大量資金。內地券商股也在憧憬A股復蘇的概
念下反彈。蘋果相關股票再一次受壓，且預期其後可
有反彈。瑞聲（02018）兩日近期累積了一定跌幅，似
乎有點跌過，若能隨着蘋果股價在美股反彈，或會見
到瑞聲也緊隨此走勢。

瑞聲股價近期走弱，可能和蘋果的弱勢有關。公
司的大客戶是華為、中興（00763）、聯想（00992）
、中國無線（02369）等等。公司會在未來數天公布
11月的付貨資料，預計資料將會不俗。近期沒有糟糕
的利空消息就是好消息，市場的大方向還是上升，此
前踏空的資金也會在市場回檔的時候逐步進入，假期
之前的幾個交易日預計市場將走好。

個股推薦：中信證券（06030）在之前收購的里昂
證券將有望發生積極的作用，將獲得海外市場的投資
客戶資源，結合中信證券自身在內地已積累廣泛的融
資客戶資源，未來將產生大量的中介業務機會，在內
地企業的海外融資方面更有優勢。

中信業績下滑與里昂證券有關，2011年里昂證券
收入和淨利潤下行的主因可能歸於歐債危機等外部因
素對市場的不利影響，而與公司自身經營管理能力的
相關性不大，即里昂證券的核心競爭力並未削弱。同
時，受益於新三板和發企業債的創新業務，短期看好
，目標價格21.1元，止蝕價格15.4元。

□大 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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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縱橫 □趙令彬

港府推出樓市兩辣招兩個月，住宅樓價調整幅度
依然十分有限，加上歐美日擴大量化寬鬆措施，樓價
隨時止跌反彈，為免遏抑樓市措施前功盡廢，除了不
豁免本地公司購買所需繳交百分之十五買家印花稅，
還要做好加碼遏抑樓市的準備。

樓價調整不足
自樓市辣招一出，住宅交投應聲急跌五成以上，

地產建設商會迅速作出回應，就樓市兩辣招向港府提
出建議，要求本港永久性居民持有或出任董事的本地
註冊公司，可獲得豁免繳交買家印花稅。

不過，特首梁振英昨日在行政會議後，正式宣布
維持買家印花稅的原本建議，外地與本地註冊的公司
，購買住宅均一律繳交買家印花稅，除了舊樓重建之
外，不會有任何豁免。

其實，現行的樓市辣招，港府根本沒有讓步空
間。

美日加碼量寬
首先，樓市辣招太多豁免，恐怕難免造成大漏洞

，削弱買家印花稅實施效果。自地產建設商會提出豁
免要求之後，便惹人憧憬當局可能作出某種程度的讓
步，促使業主企硬不肯減價，令目前樓價表現堅穩，
二手樓價僅溫和調整百分之二而已。

其次，現時客觀環境有變，不容港府半點放鬆調
控樓市措施。

美國已啟動QE4，每月買債規模增加至八百五十
億美元，而日本自民黨贏得大選，重新上台執政，將
任首相的安倍晉三聲言擴大量化寬鬆措施，要求央行
將通脹目標由百分之一上調至百分之二，配合大舉印
鈔，再加上歐央行無限量購買歐豬國國債計劃，全球
資金氾濫情況更趨嚴重，本港資產泡沫風險不斷急升
，國際貨幣基金憂慮本港樓價會出現大跌的惡果。

幸好港府對地產建設商會要求堅拒退讓，開徵買

家印花稅與上調額外印花稅率最高至百分之二十的條
例草案，將在下周五刊憲，明年一月九日在立法會審
議，顯示港府調控樓市有很大決心。

房策可能大變
住宅樓價已連續上升十年，其中零九年至今已翻

了一番，當前樓價回落百分之十至二十相當合理，可
惜樓價始終不肯作出似樣的調整，擔心重演去年底情
況，樓價微跌約半成後，便急速回升，繼續向上破頂。

房屋已是政府最急切解決問題，不排除下月公布
施政報告，特首再有調控樓市招數出籠。

值得注視的是，當局大幅增加公屋與居屋興建目
標的機會不低，事緣早前居屋白表申請者的家庭入息
限制從二萬六千元大幅上調至四萬元，比目前本港家
庭入息中位數二萬元高出一倍，估計有七成香港家庭
收入都符合申請居屋，這不單純是調控樓市措施，亦
可能是一項重大房屋政策轉變，仿效新加坡有八成五
的人口居住在組屋（居屋），這對本港住宅樓市將有
深遠的影響。

習近平要求對調結構抓改革
等工作要有危機感及緊迫感（本
欄12月17日），認為國際競爭每
是時間與速度的競爭。的確，誰
能搶佔發展及優化體制的制高點
，便可佔有更多發展機遇和話語
權。這本是在任何時候都合用的
普遍道理，但在目前中國內外的
特定形勢下尤為適用。

當前要有緊迫感的原因主要
是：（一）改革本身自有規律，
不能拖延。許多改革環節互相配
套，不能改了一些其他不改，必
須及早形成全面推進格局。此外
，個別改革若未到位而停步或放
緩，將形成扭曲的激勵機制及市
場訊號，會造成不恰當的交易及
利益體系，帶來鑽空子機會，從
而影響改革效果或阻礙改革的繼
續進行。（二）改革紅利的釋出
需要。改革若不持續則潛在的效
益難於發揮，且之前改革釋出的
紅利漸減，不續推新改革將影響
增長及發展後勁。（三）國內的
快速發展需要加快出台新改革。
在發展中舊的矛盾消除新的矛盾
出現，必須要以新的改革來應對
。且隨形勢演變，原有改革或已
不能適應或變得不恰當，故必須
更多注意改革的 「折舊」問題，
要更快地替換更新。（四）國際
形勢多變的需要。第一是如上述
各國進入了體改競賽，二是由於
外圍形勢多變，中國的改革開放
策略也須相應調整，否則難於應
付衝擊，三是地緣政治鬥爭的壓

力：美國借 「重返亞洲」戰略遏制中國，中國
在經濟上必須部署反制措施，而這又將要調整
改革開放的取向。

總之，改革開放在國內外各種變化下，必
要加快調整及更新，否則將難以應付新挑戰，
故其緊迫性與日俱增。當前最為關鍵的環節，
是政府職能及行政角色的改革滯後，不能適應
快速發展的市場經濟，成了最緊迫要新推改
革的樽頸領域。此外，進行金融改革以保金
融安全及穩定，能源價格改革以保證能源供
求平衡，和國企改革以增效益釋出潛力等，
都應是優先選項。由於不可能同時全面推行
新改革，必須分別輕重緩急選擇關鍵項目優先
快改。

對落實新一波改革，習近平也提出了較具
體的策略。首先是要克服阻力，特別是要消除
其來源，並正確地提出了兩大源頭：思想上及
利益上的。兩者大有分別而須予區別對待。前
者多來自過度求穩怕亂的保守思想，可通過試
點的實踐來顯示效果消除疑慮。更麻煩者是既
得利益集團的阻撓，特別是當這涉及政府或官
僚集團利益在內時，例如領導申報擁有資產的
制度便遲遲不能通過。若要克服阻力，必須有
巨大的政治勇氣，並要發動群眾支持，因此是
真正的硬仗。

連日上升的內地股市，開始有疲態，而港股連續第
二日整固，高位有獲利回吐壓力，恒指以二二四九四收
市，微跌十四點，國企指數則微升七點，以一一三零一
收市，全日大市成交有一千一百八十二億元，主要是友
邦保險配股上板。

二三線股個別發展，光大國際（00257）昨日急回
至三元八角邊緣，有一定值博率，內地大力推動城市垃
圾發電，光大國際將直接受惠。

▲美國及日本先後啟動印鈔機，令全球資金氾濫情況更嚴重，同時促使本港資產泡沫風險不斷急升

儘管美股隔晚道指上升百點，
但港股昨日卻懶洋洋的扶起軟無力
。恒指最高見二二五八八，升七十
五點，最後回至二二四四九，跌六
十四點。收市二二四九四，跌十八
點，是第二日回落，兩日共抹去一
一一點。

國企指數收一一三○一點，升
七點。由於 AIG 配售的友邦保險
上板，數達五百多億元，故總成交
額增至一千一百八十二億元之巨。

十二月期指收二二五○六，高
水十一點，離結算尚有六個交易天
。明年一月期指續炒高水，收二二
五二七，高水三十二點，似乎期指
買家對明年股市仍然信心十足。

對於不斷有大公司配售股份，
大抽其水，市場不是完全沒有戒心
的，不過鑑於現時的市況仍是流動
性過剩，所以一時之間，抽水的負
面影響未致馬上顯現，但大家似乎
不應掉以輕心，倘若有一天配售股
份未足額認購，就可能是抽水到
「乾塘」的信號了，對此宜密切留

意，小心應付。
對短期大市的看法，漸漸有分

歧。有人認為，在聖誕假期前夕，
注港的外資傳統上會作出部分套現
的部署，不會一直持有獲利不菲的
股份度過長假期，加上在節前計計
數也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之舉，
故這兩日市情的反覆，多少反映了
有人沽貨套現。自然，有人辭官歸
故里，亦有人漏夜趕科場，買賣未
致一面倒，只是沽家略佔小小先手

，就是這麼一回事了。
大市已連跌兩日，基於好市市無三日跌的口訣

，今日理應回升才是。二二四○○的支持受得住考
驗，就上上大吉矣！我頭牌認為問題應不大。

現在離大除夕只有七個交易天。今年哪些股份
跑出，也大致成為定局。今年的強勢股未必是昨年
跑在前列的一群，具體股份要作具體分析。同樣地
，今年的弱勢股若情況改變，也有機會化弱為強。
昨日所見，落後的上海實業（00363）回升百分之
二，因同是地方省市窗口股，深控、粵海、越秀升
到七彩，上實反而無表現， 「知恥近乎勇」？且看
這幾天的能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