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球投資市場上周聚焦於美國聯儲局提早退市
，令到金、股、匯市出現大幅波動；但退市
事宜目前言之尚早，投資市場風險胃納依然
很大。據EPFR調查顯示，截至20日止的五個

交易日，貨幣市場基金流出金額多達320億美元，而資
金流向股票基金達到85.8億美元，其間新興市場股票基
金上周資金流入金額達22億美元；流入高息債券基金
則達1.35億美元，扭轉對上一周錄得36.2億美元流出的
紀錄。

內地二月PMI料回落至52.2
港股方面，市場憂慮美國聯儲局提早 「退市」，

令熱錢流出香港，導致恒指上周回吐近3%，是亞太區
內表現最差市場之一。展望本周，外圍市場有諸多事
件將左右港股升跌。豐今天將公布二月份中國製造
業PMI數據，市場預期在農曆新年假期影響，二月份
PMI會有所回落，至52.2，略低於52.3；數據跌幅若大
於預期，將對A股及港股造成壓力。中國將於本周五公
布官方二月份製造業PMI數據。

本周另一個焦點是美聯儲局主席伯南克將於周二
、周三在美國參眾兩院金委員會發表談話，投資者期
望伯南克能夠為提早 「退市」解畫，重新確認聯儲局
在可見未來不會有提早結束或減少第三輪量寬。其次
，意大利大選將於周二有結果，投資者擔心前總理貝
盧斯科尼重新上台，會打亂意大利財政緊縮政策，不
利當地及整個歐元區經濟穩定性。

英被降級 市場壓力增
金利豐證券研究部董事黃德几指出，港府加碼推

樓市遏抑，令到樓宇交投大跌，相信本地地產股今天
易跌難升，但跌幅不會太大，料約1%至2%。而本地地
產股偏軟，將牽制港股今日表現。黃德几相信，恒指
短線偏向上落市，高低位介乎22600點至23300點。意大
利大選對歐元區市場影響面不及英國失去AAA信貸評
級，後者將對今天外圍市場造成一定程度壓力。

高信證券副總裁林偉亮則稱，恒指完成回補年初

上升裂口後，估計可以稍為穩定，惟上升動力有限，
指數或先行在22600點至23200點間反覆上落。林偉亮看
好內地電力股及燃氣股，認為可現價買入，今年將有
不俗回報。

環

辣招效應初現 地產股沽壓大

外圍變數多 港股料趨波動
港府加強樓市遏抑措施，一、二手樓交

投冰封，證券界相信，本地地產股周一料會
低走，回吐1%至2%。而整體港股方面，恒
指在上周五完成補回年初上升裂口後，大市
短線有望回穩，但向上會受阻於23300點。
另外，本周環球將有多項重要事件，包括
豐中國PMI數據，美聯儲局主席伯南克周二
出席會議發言，以及意大利大選結果，將會
令到港股走勢變得更加波動。

本報記者 劉豪

■百麗江銅撈底博反彈 …………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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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二〇一三年二月二十五日 星期一B1 責任編輯：龍森娣投資全方位 中國證券 中華醫藥 大公園
文化 新園地 工商資訊 教育 校園 娛樂

新華網昨日報道
，中證監日前已經完
成《人民幣合格境外
機構投資者境內證券

投資試點辦法》的修改程序，目前正進行
部委會簽程序，不久將正式實施。據了解
，此次試點辦法修改將擴大RQFII機構範
圍，投資機構將不僅限於基金公司和證券
公司，而且其投資境內股票市場和債券市
場的二八比例限制也將取消。

若RQFII的投資限制取消，即意味
將有更多資金可以進入股票市場。報道指
，目前香港市場尚有2000億元RQFII額度
可供使用。此外，台灣投資者開展RQFII
業務事宜也將獲得進展，操作細節正在研
究之中。2011年12月，中證監、人民銀行
、國家外匯管理局聯合發布基金管理公司
、證券公司RQFII境內證券投資試點辦法
，境外人民幣投資境內證券市場正式開閘
，試點最初額度為200億元人民幣，現時
已擴展至2700億元人民幣。

事實上，內地放寬RQFII的入場門檻
及投資範圍為預期之內。中證監主席郭樹
清早前已表示，今年將重點研究RQFII的
優化工作，如擴大RQFII的申請資格範圍
及放寬投資限制等。他又透露，未來將研
究推出QDII 2及RQFII2，將合資格投
資者範圍由機構擴展至個人。而現時
QFII及RQFII的投資規模只佔A股市場
1.5%至1.6%，他希望未來兩者的投資規模

可望增加10倍。
香港證監會早前亦放寬RQFII ETF發行商的資格

，發行商的母公司不一定需在內地具備發行ETF的經驗
，只要擁有至少一個兩年相關經驗的基金經理等條件即
可。

外電報道，美國投資公司協會（ICI）旗下負責全
球投資基金業務公司ICI Global將於今年3月1日在香港
設立辦公室，反映亞洲區資產管理行業的快速發展。此
外，港交所（00388）內地業務發展部主管楊秋梅於今
年4月30日離任後，將加盟ICI Global，以協助其發展
亞洲業務。楊秋梅於2010年加入港交所，負責制訂及執
行內地業務發展戰略。

楊秋梅表示，基金已成為亞洲投資者愈來愈普遍及
重要的投資工具，故基金經理亦希望於區內建立對監管
政策的立場。楊秋梅任職港交所期間，於推動成立合資
公司中華證券交易服務，及收購倫敦金屬交易所過程中
起關鍵作用。而她曾任中證監基金部副主任，主管基
金管理公司的監管及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與
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QDII）事宜。

ICI Global成立於2011年10月，為首間專注於全球
基金行業的貿易機構，並任命前英國金融服務管理局高
層人員Dan Waters為董事總經理。ICI Global專注於
與全球投資基金、投資經理和客戶息息相關的監管政策
、市場及其他相關事宜，成員將包括向全球各司法管轄
區的投資者公開發售，受監管美國及非美國基金。而
ICI Global的亞洲成員包括，華夏基金、匯添富基金
、華安基金及日本日興資產管理。

港交所前高層加盟ICI

RQFII

據《華爾街日報》報道，由於亞
洲主要地產市場如香港、內地、新加
坡都有調控樓市的措施，亞洲買家開
始轉向倫敦樓市。報道引述地產諮詢
萊坊國際（Knight Frank）報告，去
年，海外買家購入倫敦中心區的在建
物業，金額達35億美元，較前年上升
22%。而其中，新加坡和香港買家佔
比約為40%，加上馬來西亞和內地買
家，亞洲買家幾乎包攬了倫敦在建物
業的一半交易。

萊坊國際報告指，倫敦樓市一直
深受亞洲買家歡迎，不過亞洲多個市
場的調控措施，更是買家轉向的催化
劑。如果你現在搬進倫敦中心區的新
家，那很有可能鄰居大多數說中文。
亞洲買家去年全年幾乎撐起倫敦新樓
銷售 「半邊天」，而同期英國本地買
家的佔比則約為27%，這一比例與
2011年相若。

報告續指，海外買家購買倫敦當
地物業，超過三分之二是為投資，而
剩下約三分之一，則表示是為孩子在
當地讀書而購置。近年北京、香港等
地政府不斷出招，如加稅、限購，遏
制買家短炒或購買投資物業，無形中
鼓勵潛在買家反而在倫敦大撒金錢。
萊坊國際亞太區研究主管Nicholas
Holt相信，亞洲調控樓市的措施刺激
了潛在買家轉向海外市場。而香港而
言，當地巴特西電站物業開發公司行
政總裁Rob Tincknell相信，香港買
家特別鍾情倫敦，原因或許是兩地的
法律系統相同，也仍保持緊密聯
繫。

中信資源（01205）公布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年
度的全年業績，期內股東應佔虧損12.81億元，每股虧
損16.29仙，不派息。而2011年同期則錄得純利22.03億
元。

對於集團在中信大錳的投資，因應中信大錳的綜合
淨虧損，集團錄得應佔虧損。中信大錳的業績表現乃受
（其中包括）產品平均銷售價格下降等因素的影響。鑒
於以上所述以及參考中信大錳近期的市場股票價值，本
集團根據審慎原則已就持有的中信大錳的股權權益計提
非現金資產減值損失。長遠而言，本集團對錳業務的投
資仍持正面看法，並認為當目前市場波動的局面趨穩，
中信大錳的表現將轉好。

集團的進出口商品業務能成功應對不確定的經濟和
市場環境帶來的挑戰。受惠於銷售量的提高，分類收入
和業績均錄得強勁增長，印證了本集團多元化經營策略

的優勢。
期內，受惠於進出口商品業務和原油分類表現，年

內集團收入增長25.8%至484.34億元。由於失去聯營公
司Macarthur Coal的應佔溢利等影響，2012年集團核心
息稅前溢利下降11.8%至16.46億元。扣除一次性項目，
包括在2011年出售集團持有的Codrilla項目部分權益和
MacarthurCoal的全部權益收益，以及非現金資產減值虧
損後，2012年集團股東應佔溢利同比增加107.4%至
2.359億元。

中信資源盈轉虧12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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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公布2月份中國製造業PMI數據

美國達拉斯聯邦製造業展望

意大利公布選舉結果

美聯儲局主席伯南克在美國參議院金委員會
講話

美聯儲局主席伯南克在美國眾議院金委員會
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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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龍紙業（02689）公布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6個
月中期業績，股東應佔溢利按年倒退21.29%至6.58億元
（人民幣，下同），每股盈利0.14元，派息2分。

期內，集團收入約為147.256億元，較去年同期增
加約16.6%。集團主要收入來源仍為其包裝紙業務，佔
集團總收入約92%；其餘收入則來自其環保型文化用紙
、木漿及高價特種紙產品業務。期間，公司毛利潤約為
23.52億元，按年增加17%；而毛利率由15.9%略為上升
至16%。集團興建廠房、購買廠房、機械及設備的付款
約為28.837億元，而2011年同期則為25.388億元。

集團總設計年產能為1255萬噸，其中包括期內新增
的兩台紙機即天津基地的三十四號紙機與重慶基地的三
十三號紙機。此外，隨四台新紙機的建成與投產，令
集團的總年產能規模至2014年底時達到1385萬噸，比
2012年底時的總年產能再增加逾10%。而至2015年，集
團的總年產能超越1400萬噸。

玖紙半年少賺21%

國美稱黃光裕無洽售股份
國美（00493）昨日表示，注意到多份媒體報道

指集團控股股東黃光裕擬出售其於集團之權益。集團
謹此知會股東及公眾，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集團
並不知悉黃光裕出售其於集團之權益之任何計劃，亦
無與潛在買家進行商討或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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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年金融危機對英國
房地產市場造成不小衝擊
，但惟獨首都倫敦的房價

一枝獨秀，全球政經局勢的不穩定以及奧運會的成功
舉辦，加之當地優質的教育、文化資源，使投資者加
速湧向兼具流動性和安全性的倫敦高端住宅市場。數
據顯示，倫敦十大房價最高地區的所有房產價值，已
經超過了英國所有其他地區房產價值，房產財富分化
日趨明顯。

倫敦的房產歷來高於英國其他地區，但在08年金
融危機衝擊下，英國房地產市場的兩極分化愈加嚴重
，英國幾乎所有地區樓價顯著下跌，只有倫敦除外。
在海外買家的支撐下，倫敦郊區房產價格逐漸超過英
國最大的幾個城市。位於倫敦西南部的小鎮Elmbridge

所有房產價值，與英國城市格拉斯哥所有房產價值相
當。

自2007年至今，倫敦房價漲幅達15%，相當於約
1400億英鎊，僅這一漲幅的價值就高於英格蘭東北部
所有住宅房產價值。倫敦房價最高的十大城鎮住宅總
價值約為5520億英鎊，幾乎相當於威爾士、蘇格蘭和
北愛爾蘭所有房產價值總和。

即便在倫敦城區內，住宅房產市場也同樣存在明
顯分化。倫敦的威斯特敏斯特、肯辛頓和切爾西區中
心地帶的房產價值超過900億英鎊，高於威爾士所有房
產價值，較07年約增長50%。而受金融危機影響最深
的北愛爾蘭地區的房產價值則縮水超過50%，相當於
720億英鎊，意味該地區房產價值較英國南部小城旺
茲沃斯僅高出一點。

英國地產聯合會政策主管弗萊切爾（Ian Fletcher
）認為，這會造成難以合理制定全國性的房屋政策，
因為顯然英國房地產正邁向 「雙速市場」。他認為，
英國多數地區房價的下跌，使人們減少對房地產市場
下注，會造成政府機構租屋市場的增長。

房產諮詢公司Savills住宅研究經理庫克（Lucian
Cook）表示，這種顯著分化將對英國經濟復蘇的速度
與均衡，以及勞動力的流動產生 「劇烈」且 「長久」
的影響。他表示，大多數房產財富被集中在少數人手
中，這限制了部分人群，尤其是年輕一代進入房產市
場的能力。

而據英國《金融時報》報道，倫敦高級住宅項目
在全球政經局勢不穩的情況下受到追捧，並幫助一小
部分地產商迅速積累財富。這部分地產商或憑藉家族
力量，或憑藉海外資金特別是中東主權財富金支持，
構成了倫敦房地產市場的主要 「玩家」勢力。Savills預
計，倫敦主要住宅項目房價在未來5年還將升值25%。

英房產財富趨兩極分化
整體樓價插水 倫敦逆市六年升15%

□本報記者 陳小囡

倫敦主要地產開發商及在建項目
巴利摩地產公司主席肖恩．馬里安

伯克利集團總裁托尼．皮德格利

魯本兄弟創辦人西蒙．魯本和大衛．魯本

德蘭西公司總裁杰米．利特布萊特

赫倫國際總裁榮森

塞勒地產集團總裁歐文．塞勒

使館花園，是去年倫敦銷量最好的住宅項目之一，約有2000套單位
。1000呎單位住宅售價為每呎950英鎊

聖喬治碼頭大廈，將成為歐洲最高的住宅大廈之一，兩房單位售
177萬英鎊

商人廣場住宅項目，一房單位售價從68萬英鎊起

將倫敦奧運村改建為私人住宅項目東村，預計明年完工

高級住宅項目赫倫將於今夏完工，房價在52萬至525萬英鎊，80%
單位已售出

碎片大廈，是西歐地區最高的建築

▲倫敦十大房價最高地區的房產價值，已超過英國
所有其他地區總和，房產財富分化日趨明顯

▲ 恒指在上周五
完成補回年初上
升裂口後，大市
短線有望回穩，
但向上會受阻於
23300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