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皇時富及耀才等漲幅均逾一成
細價股瘋炒 天行飆21%
恒生指數在高位呆呆滯滯，二、三線細價股炒到 「癲」 ，昨

日終於吹到本地證券股，英皇證券（00717）、耀才證券（
01428）等 「毫子股」 升幅皆超過一成。資金氾濫，內房殼股亦
「炒」 火重燃，星獅地產（00535）、東力實業（00978）。內
地新能源股升勢停不了，除太陽能股外，獲政策祝福的風電股亦
有起步跡象。

本報記者 劉鑛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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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2013年，環球投資者繼續對亞洲股票市場看高一線。富達
國際股票部高級投資總監Matthew Sutherland昨日在記者會上指出
，基於亞洲區內企業今年每股盈利（EPS）預期不虞遭到下調，加
上企業管理層願意分派股息，故對於注重股息的投資者來說，亞洲
股市今年仍然具投資價值。Sutherland看好中國、印度市場，同時
認為內地零售、地產及保險行業可受惠城鎮化發展。

隨市場風險胃納增大，投資者對高息股的興趣驟減。不過，
Sutherland指出，據調查顯示，高息股長線表現能夠跑贏大市，所
以不管市場處於投資周期的那一個階段，對注重股息分紅的投資者
來說，這類資產仍然可以入市吸納。相比環球其他地區，
Sutherland看好亞洲股市。他指出，亞洲企業過往只重業務增長
，但近年已兼顧到向股東派發股息；有見於區內企業持有較多現金
，但資本支出、負債水平亦不斷下降，令到企業有更大空間派發股
息。然而，Sutherland提醒，投資者在入市前，除注意企業的股息
率，亦要留意股息金額是否持續增長，以及擁有健康的資產負債表
及現金流。

在亞洲地區中，Sutherland對中國、印度、印尼及菲律賓市場
前景較樂觀。對於港股投資者近期熱炒中國 「城鎮化」主題，
Sutherland並不認同工業、材料行業可以受惠城鎮化進程。城鎮化
並不代表要大量推出基建項目，而是要促進經濟轉型，讓消費帶動
經濟增長。故此，與消費相關的行業股份才能夠受惠城鎮化。
Sutherland建議吸納食品、零售、互聯網、保險、健康護理、地產
及航空股。

恒指自升穿23000點後，大市上升
動力明顯減弱。恒指昨日輕微高開43
點後，中段最多升124點，但受到滬深
A股尾段轉弱影響，拖累港股升幅一
度縮窄至30點，直到收市時，升幅才
勉強撐高至107點，報23218點。國指
則升103點，報11817點。主板成交754
億元，較上日減少73億元。

一線重磅股表現乏力
重磅一線股乏善足陳，但細價股

亦各自各精彩。過往大市幾乎一面
倒勁炒內地股，本地薑昨日終於吐
氣揚眉。本地證券股昨日大爆發，其
間以天行國際（00993）最勁，股價最
高見1.7元，升24%，尾段保持在高位
報收，升21.9%，收0.167元。英皇證
券升17%，收0.4元；時富（00510）、
耀才分別漲14%、12%，收0.119元、
0.84元。

內房股自去年初展開升浪，至今
仍見買盤不絕。沿海家園（01124）升
11%，收0.66元；中渝置地（01224）
亦升7.6%，收3.11元。然而，爆炸力
遠不及一眾內房殼股，獲招商局地產
借殼的東力實業飆18.3%，收2.13元；
金地集團旗下星獅地產亦漲15.7%，收
0.66元。

新能源股份受追捧
前年曾喪炒的新能源股，近日有

翻生跡象。國家發改委預期今年新增
風電裝機1800萬千瓦，與此同時，湖
南批出9個風電場前期工作；新疆50個
風電項目又獲批。消息利好風電股，
大唐新能源（01798）升17%，收1.23
元；華能新能源（00958）亦升13%，
收1.61元。

騰祺基金管理投資管理董事沈慶
洪稱，恒指暫時在23400點至23000點
間上落，由於大市陷於悶局，市場充
斥的熱錢便大炒二、三線細價股。沈
慶洪認為，不管是太陽能股或風電股
，其基本因素並沒有轉好，如太陽硅
片產能過剩、風電出現上網瓶頸等，
所以預期升勢屬短暫。至於內房股，
雖然基本因素持續有好轉，但股價自
去年初至今已累積驚人升幅，現價已
反映今年的利好因素，反而投資者要
注意通脹風險。

永豐金融研究部主管涂國彬則認
為，恒指一月份有機會跌穿23000點。
他又稱，今年投資氣氛對細價股有利
，相信風電股炒作過後，市場會轉炒
業務綜合的新能源股，如光大國際（
00257）、中電新能源（00753）等。

長實子企發債募156億
多隻本地地產股輪流抽水，繼新地及九倉之後，長實（

00001）公布旗下長實財務及Joynote，計劃發行總值20億美
元（約156億港元）等值的歐元中期票據，由長實作出擔保
，計劃將於今日（10日）起生效，是次發債已委任豐銀行
及渣打香港作為安排行。另外，希慎興業（00014）亦發10
億美元（約78億港元）中期票據，債券年期為10年。粗略推
算，四家地產企業合計吸資超過750億元。

對於希慎興業發債，評級機構穆迪給予該批高級無抵押
票據 「Baa1」評級，評級展望為穩定。穆迪助理副總裁兼分
析師梁鎮邦表示，擬發行票據將進一步改善希慎整體流動性
狀況及債務到期日狀況。此外，發行票據後，希慎的信用指
標將依然強勁，預計希慎未來12至18個月的EBITDA對利息
比率為6倍左右，債務對EBITDA比率為3.5至4.0倍左右。

報告指出，希慎的 「Baa1」評級，繼續反映其審慎的財
務管理、偏低的債務槓桿率、健全的運營業績紀錄，以及強
勁的流動性。該評級亦受到希慎可產生穩定經常性收入的優
質物業所支持。

隨歐債問題逐步淡化，市場樂觀情緒提升，敦
沛證券副總裁黃志陽認為，即使美國仍然面對債務上
限談判，投資者亦憂慮美國 「退市」，惟相信短期對
港股影響不大，上半年恒指有望見24200點水平，全
年目標26000點。

至於內地股市方面，黃志陽表示，中央十八大報
告提出的 「新四化」（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

、農業現代化），令相關股份成為熱炒對象，預期上
證綜指今年目標介乎2500點至2800點。

敦沛證券副總裁李偉傑補充說，早前具城鎮化概
念相關股份，例如水泥及建材備受追捧，建議待回落
至20天移動平均線才再吸納，惟小心3月份業績公布
期時，相關股份或見沽壓。他續說，去年煤炭價格下
跌，受惠庫存反覆減少，煤炭股值得留意。

另外，敦沛金融環球產品服務部業務總監周燕珊
認為，熱錢充斥市場，配合多國央行增持黃金，該行
仍然看好黃金等商品市場，估計國際金價年內目標每
盎司見1800至1900美元。不過她提到，由於原油仍然
供過於求，預期紐約期油今年難以升穿100美元，每
桶或於85至100美元水平上落。

對於外匯投資，周燕珊表示，日圓短期出現技術
性反彈，惟因日本政府持續推行量化寬鬆措施，加上
弱日圓有利出口，預期日圓長遠走勢仍然偏軟，預期
今年美元兌日圓升至90至95水平，歐元匯價則仍然落
後，歐元兌美元有機會升至1.35水平。

星展銀行昨日發表報告，指離岸人民幣
發展了八年，但其資金池卻僅為中國大陸存
款的1%，規模遠遠不足以推動人民幣國際
化。因此，需要更激進的政策推廣人民幣的
廣泛使用，尤其是鼓勵人民幣流出中國大陸
，這就要求進一步開放資本帳戶。此外，該
行估計，香港居民的每日人民幣兌換額度有
望在2013年繼續放寬。

星展銀行經濟師周洪禮於報告中表示，
2013年中國政府領導班子換屆完畢，外部環
境也會更加穩定。在這種背景下，決策者應
當抓住機會加速離岸人民幣發展進程。他估
計，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有望於2013年年底達
6.07，相等於升值2.5%。更重要的是，人民
幣升值預期將進一步推動離岸人民幣市場復
蘇。

該行預計，監管機構將擴大香港居民每
日人民幣兌換額度。當前，幾乎所有的投資
產品都要求將人民幣從香港匯回中國大陸，
從而限制了離岸人民幣流動性的增長。因
此，香港離岸市場人民幣需要一個 「自我
循環」的周期，但是至今為止在這方面鮮
有進展。

【本報記者房宜萍珠海報道】2013年新年伊始，
「股神」巴菲特買入太陽能項目令市場將注意力聚焦

光伏產業。昨天相關板塊受捧，大幅跑贏大市，其中
卡姆丹克（00712）高見1.98元，創近年半高位，收
市報1.96元，急升15%。興業太陽能（00750）昨天也
勁升近一成至7.27元。興業太陽能董事局主席兼首席
執行官劉紅維稱，今年是公司歷史上最好的機遇。預
計公司今年訂單會好於去年，而海外業務佔比也會由
早前的3%提升至2014年的10%。

巴菲特為光伏行業打了一針興奮劑。不過信達證
券認為，巴菲特的投資屬於長期價值投資，其投資光
伏產業並不表示行業已經真正見底回升；但相信光伏
行業長期來講具有經濟性。

市場人士表示，中國光伏行業在國外市場 「雙反
」壓力和國內產能過剩嚴重的背景下仍在低谷中前行
。2012年中國近三分一的光伏企業處於停產或半停產
狀態。國內光伏企業主要處於上游多晶硅領域，而對
中下游涉足明顯不足。而巴菲特是次投資的光伏產業

則為行業下游的光伏電站。作為下游行業的興業太陽
能逆勢增長，近1年最大漲幅接近一倍。劉紅維稱，
「大家一說光伏產業不行了，其實是錯誤的」。是次

危機對於產能過剩的上游產業是 「危」，而對於下游
業務卻是 「機」。

下游光伏供不應求
2012年以來多晶硅價格一路走低，數據顯示截至

去年12月底，多晶硅價格已經低於每千克18美元，低
於生產成本。他認為，今年是公司歷史上最好機遇。
在這之前，中國政府出台政策的力度及強度都不如
2012年這麼高。去年12月11日，科技部公布了2012年
第二批金太陽示範工程項目目錄，項目裝機總量
2.83GW。加上去年5月已經公布的1.71GW的第一批
金太陽示範工程項目，合計全年項目規模達4.54GW。

此外，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去年12月主持召開國
務院常務會議，研究確定促進光伏產業健康發展的政
策措施，提出了包括善加利用市場 「倒逼機制」，鼓

勵企業兼併重組，淘汰落後產能等五大措施，會議尤
其提出 「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作用，減少政府干預，禁
止地方保護」。

劉紅維稱，目前公司大力推動光伏建築一體化（
BIPV）業務，第二階段即發展光伏及光熱一體化綜
合應用。而最終目標是綠色建築項目。被問及公司會
否考慮引入境外投資者進行合作時，他回應，未來有
機會也會考慮。

自傳出國開行叫停給予正大集團收購平保（
02318）的貸款後，控與正大能否完成交易的謠言
滿天飛。昨日再傳出中保監質疑正大的資金來源及真
正買家身份，或否決是次交易。但亦有消息指，若國
開行真叫停有關貸款，反而有利是次交易獲得通過，
因利用銀行貸款投資保險公司股權並不符合中保監的
規定。

流言四起，平保發言人盛瑞生再次重申，集團未
有從控或中保監方面獲得任何新消息，強調有關交
易仍處於正常審批程序，指股份轉讓屬於股東之間的
交易，不會對平保的日常經營構成影響。而正大集團
助理副總裁Suthana Hongthong表示，交易仍在進行
，但拒絕就資金方面的不確定性發表評論。控則繼
續不予評論。

按照中保監的規例，機構不可利用銀行貸款及其
他形式的非自有資金向保險公司投資。是以即使國開
行繼續向正大提供融資，有關交易亦未必可以通過中
保監的一關。事實上，有傳媒引述消息指，內地監管
當局關注正大是否有足夠的財力進行收購，及其是否
真正買家，認為正大應就資金和買家這兩方面作出澄

清，否則交易難獲通過。
但另一方面，外電引述一平保消息人士稱，若國

開行真的叫停就正大的貸款，反而降低中保監否決是
次交易的風險，因利用銀行貸款投資保險公司股權是
不符相關法律規定。消息人士稱，正大可另找資金來
完成交易，因平保的股價在交易宣布後，已較協議每
股收購價上漲了約10%，相信正大不難找到新資金應
付，而控亦可再找新買家。

無論如何，根據交易協議，有關交易須於最遲2
月1日獲中保監批准，但買賣雙方仍可延長限期。平
保及控股價昨日表現各異，平保未有延續日前急跌
半成的跌勢，回升0.6元或0.89%至68.75元，但控卻
逆市下跌，報82.65元，跌0.1元或0.12%。

德銀發表報告指，關注正大是否有足夠資金收購
平保股權，認為今次收購事宜對平保短期股價帶來下
行風險，但對平保基本面影響有限，因此重申 「買入
」評級，目標價為86元。德銀續指，正大有需要尋找
另一融資渠道，並證明集團是收購平保的真正買家，
而非背後還有神秘幕後買家。

金輪天地近上限定價
今年新股市場大熱開場，由於首兩隻新股認購反應理想

，均會以接近高位定價。據路透社旗下IFR報道，內房金輪
天地（01232）招股價最終以1.68元定價，相當於今年預測
市盈率4.9倍，為其招股價範圍1.38至1.72元接近高位，集資
7.56億元；而公開發售超購426倍的迅捷環球（00540），市
傳最終決定以上限0.82元定價，集資1.23億元；一手中籤率
或為30%。

據外電報道，金輪會以接近招股價範圍1.38至1.72元接
近高位的1.68元定價，相當於今年預測市盈率4.9倍，集資
7.56億元，該股公開發售超購約80倍，公開發售投資者有1.2
萬人，有數十張 「頂頭槌」飛（即認購額超過該股公開發售
集資額的50%），目前在該股分配方面，正討論爭取做到人
人有份（即一手中籤率100%）。而今年新股 「第一股」迅
捷，由於超額倍數較高， 「頂頭槌」飛也多達超過400張，
逾萬名公開發售 「入飛」的投資者，相信無法做到一人一手
，市場消息指，該股一手中籤率約為30%，大額認購者會獲
較多分配。

迅捷及金輪分別擬於本月15日及16日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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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盈未就購美油企簽約
長盈集團（00689）昨日公布收購得克薩斯州石油及天

然氣資產進展，公司擬直接自Tempo收購該等資產之開採權
益，然而，由於磋商處於初步階段，故公司目前概無就該收
購事項訂立任何協議。該股昨日下午復牌後一度急升逾一成
至全日高位0.212元，不過其後股價反覆，收市升3.191%報
0.194元。

該公司指，一直在對且尚未完成目標集團及該等資產進
行盡職審查，惟公司注意到Tempo協議已根據協議條款於今
年1月1日終止，有鑑於此，收購協議訂約方正就收購事項決
議案進行磋商。

風電股昨日炒上
（單位：港元）

股票

大唐新能源（01798）

龍源電力（00916）

華能新能源（00958）

中國風電（00182）

新天綠色（00956）

華電福新（00816）

昨收

1.23

6.41

1.61

0.32

1.79

1.67

升幅

+17.1%

+9.5%

+13.3%

+8.4%

+7.1%

+6.3%

▲富達國際投資定息部投資總監Gregor Carle（左）、股票部
高級投資總監Matthew Sutherland（右）

興業太陽能遇發展良機

▶興業太
陽能董事
局主席兼
首席執行
官劉紅維

中國多金屬礦產量增七成
中國多金屬（02133）公布於2012年12月，公司平均原

礦產量上升2.1%至12月份的每天1,733噸。月內，公司的原
礦產量由25,460噸大幅增加至45,060噸，升77%；鉛銀及鋅
銀精礦的產量則由共計5,220噸增加至9,213噸，飆升76.5%。

▲恆生指數昨
日僅上升107
點，惟多隻券
商股升幅均逾
一成

■IMF料全球經濟升逾3%………… B2

■AIG研控政府攤薄股權 ………… B3

■商船三井在港設班輪總部……… B4

■中證監啟動IPO財務打假 ……… B5

■龍湖奪滬兩地溢價率逾60%…… B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