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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最近港股走勢差強人意，走勢明顯落後美日股
市，反映資金流向出現短期變化，在持續投向美股之同
時，亞太區資金亦因日本政局轉變之後，而從其他地區
轉投日股，因此日股屢闖近年高位，而且美股更創新高
，預料短期之內需要一些利好消息誘導資金回流港股，
如市場期待內地股市回穩等，可望資金藉勢回流。

目前華資地產股已出現較深的調整，一旦資金回流
股市，除慣性投向金融類股份如中資銀行股等，預料亦
會追捧具深度的周期類股份板塊，因此地產股有機會成
為追捧的目標，率先大市反彈。

從技術走勢分析，信和置業（00083）較早前由短
期浪頂的15元6角回落，出現調整之後，輾轉下試近期
低位的13元以下水平，有跡象尋底回穩，目前股價在12
元6角至13元之間徘徊，進行整固。由於股價遠離50天
移動平均線，形成一定的反向動力，有機會於短期之內
反彈上試10天線，而10天及50天線分別在13元3角及14
元2角5仙。

至於信和置業是香港大型地產發展商之一，從事物
業發展、投資及租賃，另外亦有酒店營運、投資，此外
集團業務亦包括證券投資、財務等。回顧上一個季度業
績，物業銷售營業額增長強勁，物業租賃、管理、酒店
營運等均錄等平穩增展，帶動理想盈利增長。

市場預期集團營運以及盈利仍可以平穩發展，維持
增長，以現水平計算，市盈率在7至8倍之間，反映股價
仍有一定的上升潛力，成為投資機構吸納的根據。

投資者可以伺機在12元6角左右吸納，第一個上線
目標在14元5角，而中長線可看16元水平，至於止蝕位
則定於12元。

信置市盈率僅7倍
□獨立股評人 余君龍

期指周三升逾300點，從日線圖來看，陰陽燭
呈穿腳破頭形態，具喘穩意思，同時期指升至
22329點，回補3月18日裂口。昨日，期指再度突
破周三高位，曾升至22392點。目前，10天、20天
及100天平均線同時在22500-22600點附近匯聚，
加上前一個浪頂（3月15日）在20720點，所以，
筆者預計期指在該區域會有較大的阻力。

如期指繼續反彈，第一個阻力位應該是22500
點，突破後第二個阻力位應該是22720點。支持位
方面，可留意22170點附近。小時圖顯示，此支持
位曾經為阻力位，周三突破後，期指三度在該水
平均出現反彈。如失守該支持位，下一步支持位
將在22000點。

牛證：法興牛證65336，收回價21788點，槓
桿比率41倍，到期日2013年6月，大概每10點期指
轉一個價位。

熊證：法興熊證66143，收回價22788點，槓
桿比率29倍，到期日2013年6月，大概每10點期指
轉一個價位。

上述牛熊證為近期法興獨家推出市場的 「百
點牛熊證」，即收回價與行使價相差只有100點。
若與市場上行使價與收回價相距200點的牛熊證比
較， 「百點牛熊證」的價格平均低7至8個價位。

換言之，在相同投資風險的情況下，此類牛
熊證的投資回報率較高，成本亦較低。所以，近
期該類牛熊證均錄得較大量資金流入，較受市場
歡迎。

和黃守80元博業績反彈
和記黃埔（00013）將於下周二公布業績，股

價近日守穩80元關口。此關口為去年底的雙頂阻
力位，突破後持續上升至88元。目前股價重回到
80元附近整固，料該股能在此關口建立支持，短
線反彈有望上試10天線約83元附近。資金流方面
，近日資金持續流入好倉部署，認購證上日流入
超過580萬元，累計5日超過1600萬元。法興和黃
認購證21280，行使價85元，實際槓桿13倍，到期
日2013年6月中。此證成交活躍，街貨量380萬。

期指暫喘穩 有望上試22500
□比富達證券 林振輝

填海造地事不宜遲

經紀愛股

美聯儲局維持息率與購買債規模不變，並且略為下
調今年經濟增長預測，周三美股再創新高，但對港股無
大刺激作用，恒指反覆偏軟，微跌三十點，以二二二二
五收市，而國企指數則跌三十四點，以一零九四四收市
，全日大市成交金額有六百四十九億元，即月期指收市
呈三十六點高水。

上證綜合指數昨日微升六點，但相關A股ETF不升
反跌，南方A50（02822）微跌四仙，以十元五角四仙
收市，相信有資金持續流出A股ETF。

南方A50走弱
□羅 星

券商薦股
港股周四低開低走，早盤沖高回落，午後維持低

位震盪，消費股領跌藍籌。恒生指數跌30.56點，報
22225.88點，跌0.14%，大市成交649.17億元。恒生分
類指數3漲1跌，金融漲0.05%、公用漲0.42%、地產漲
0.14%、工商業跌0.55%。

周邊方面，道指上漲56點，美國聯儲局表示，刺
激經濟措施將按計劃繼續推行，直至美國就業市場重
返正軌。聯儲局公開市場委員會在政策聲明中稱，將
繼續每月收購850億美元國債及房貸抵押證券，以促進
更合適的大規模金融環境。聯儲局主席伯南克稱，美
國2月就業資料雖然改善，但趨勢有可能停止。聯儲局
同時下調今年美國經濟增長率預測上限。

企業消息方面，快遞公司聯邦快遞的業績遠差於
預期，股價下挫6.9%。公司並下調今年預測，同時宣
布部分機組暫時停飛。美國重型機械製造商Caterpillar
宣布，對全球經銷商銷售額銳減，股價聞訊下挫1.5%
。智慧手機製造商黑莓（BlackBerry）股價升逾6%。
聯儲局聲明表示會維持寬鬆措施，這很可能會進一步
提升本地市場的氣氛。

香港市場開始反彈，而投資者可以忽略對賽普勒
斯的擔心，歐債危機的系統性風險不大。A股市場也

是強勢，是本港市場觸底反彈的一大關鍵。股市拐點
指標創建者狄馬克聲稱A股已見底，以及市場憧憬新
任證監會主席或會展開金融改革，是近來券商和銀行
強勢的原因。汽車股也走好，故事屬新瓶舊酒，傳聞
政府官員以後只可以購買及使用國產汽車。

至於昨天公布的3月中國豐PMI初值資料，一定
程度上反應了未來經濟資料好轉。明顯地，淡友並非
全無還擊之力。沽空比率再創近6個月新高，而港匯繼
續轉弱，很可能預示市場會變得更波動。技術分析上
看，恒指的10天平均線會是個很大的阻力位，今天受
到一定的壓制。目前看，我們認為市場短期底部已經
出現，投資者可以開始加倉，主要是未來不會有更糟
糕的利空出現，無論接下來的資料是好是壞，對市場
的利淡影響都已經減弱。未來大市將會形成炒股不炒
市的局面。

是次個股推薦為吉利汽車（00175）， 「3．15」
汽車門事件曝光之後，認為大眾、通用等強勢外資品
牌，代表普通用車的最先進技術和最好製造品質， 「
品質門」對其的負面衝擊是短暫的。中長期來看，消
費升級之後，中國的汽車需求以及外部的消費環節未
出現任何的改變，未來整體行業的強勢和擴張不會受
此影響。吉利國產汽車未出現在這次事件當中，短期
的事件造成了市場恐慌殺跌，可以成為購入汽車股的
機會。目標價格4.3元，止蝕價格3.2元。

□大 衛

異動股

□勝利證券 高 鵑

金針集

心水股
和記黃埔（0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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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縱橫 □趙令彬

日前特首梁振英向習近平主席匯
報了本港最新情況，習主席則作出了
重要提示，一是穩中求進的施政策略
雖獲認同，但關鍵在落實，二是港澳
要與內地共圓中國夢，攜手並進共同
發展。提示中含藏了對本港和兩地關
係發展前景的殷殷期望，也指出了本
港的前路。

自八十年代初內地開放以來，攜
手並進共同發展便成了兩地關係發展
的主流，令合作不斷擴容升級並帶來
了雙贏：香港助推國家發展，而又由
此強化了繁榮安定。回歸後特別在
2003年後，兩地通過CEPA、個人遊
等安排不斷快速擴大和深化交往，經
濟及市場也逐步融合。然而到近年卻
出現了異變的逆流：共同發展轉弱，
由兩地交往衍生的問題陸續浮現，更
掀起了兩地民間的一些對抗心態。

逆流來自兩方面：一是經濟上的
，香港因發展遲緩而與內地的迅猛發
展日益脫節，出現了中共十八大報告
中所說的，祖國後盾與提升自身競爭
力之間，未能有機結合恰當平衡的問
題。二是社會及政治上的，一些港人
對內地作出了 「傷感情」的言論及行
為，並得到了一些 「傷感情」的回應
。而在這表象下還有更深層的矛盾，
正如十八大報告指出的：在 「一國」
與 「兩制」間，和中央權力與特區自
治權間未能恰當平衡。

兩地經濟走向融合乃歷史必然，
其原因及動力或壓力來源包括：內地
持續擴大開放，全球化特別是東亞經
貿一體化的深化，中國與東盟及其他
地區、國家建立自由貿易圈，和國際
環境日趨動盪多變等。在兩地融合的
深化過程中，香港必須注意在幾方面
作出政策配合。首先是要搞好自身發
展，不能以兩地合作代替自身發展，
以祖國後盾代替自身的提升。國家發
展帶來與日俱增的商機，但要求合作

參與者的水平也日高，香港必須加快發展才可跟
上，否則將坐失機遇。過去香港曾經起過龍頭作
用，拉動內地尤其廣東的發展，但現時只能找尋
仍可有效參與合作的領域，且參與的檔次有趨下
之勢。

其次是要管理好兩地交往的人財物流通，因
其規模日大而情況日益複雜，同時要理順本港市
場以便應付交往所需，只有如此才可解決各種交
往衍生紛爭。最後且從長遠看也最重要者，乃港
人要具有共圓中國夢的心態。習近平提出為實現
中國夢必須走中國道路、弘揚中國精神和凝聚中
國力量。香港在 「兩制」下不必走內地的路而要
找自己的路，但分享精神貢獻力量卻是必須的，
絕不能搞 「一國兩夢」，搞 「去中國精神」和成
為對抗中國的力量，否則後果堪虞， 「兩制」的
運作也不能持久。其實香港並無抉擇餘地，不與
內地共圓中國夢共謀發展，必會在全國以至東亞
地區中被邊緣化。

港股昨日反覆上落，好淡爭持
，恒指一陣升一陣降，看得人眼花
繚亂，最高時升至二二四○三，升
一四七點，最低時為二二一七九，
跌七十七點。收市為二二二二五，
跌三十點。國企指數收一○九四四
，跌三十四點。全日總成交減至六
百四十九億元，較上日少一百一十
三億元。

交投下降，反映了投資者對大
市的方向難以掌握，在陰晴未定下
，唯有減少注碼和交投了。

三月期指還有四個交易日就結
算，昨收二二二六二，高水三十六
點，似乎期指的好友比現貨家更
有信心。昨日多次由低位彈上，都
是由期指市場帶動。

公用股又成為升幅較佳的板塊
。這與大市缺乏方向，投資者信心
不足有關。每到這個時候，自是公
用股比較吃香了。

內銀、內險好了一日，昨日又
再放軟手腳。要不是收市前有一輪
買盤吸納，大多數內銀股都要下跌
。現在，跌的有中行、交行、民行
，無升降的有建行、工行，仍能上
升的則有農行。

長和系的兩隻主力盤長實與和
黃，下周二公布業績，昨日所見，
雙雙回軟。長實跌四角，和黃受歐
洲經濟不景氣影響，跌了六角，八
十元關已迫近，會否考驗，很快知
道。地產股表現較好的輪到恒地，
重上四十九元關，收四十九元二角
半，升三角半。下周一是宣布之期

，且看 「四叔」如何部署了。 「四叔」講過買股好
過買樓這句話，也許恒地今年會有若干驚喜亦未可
料。

藍籌股中，華創公布業績後大跌百分之五，增
長遜色，派息率低均為其弱點。

後市如何？料暫時在二二○○○至二二五○○
的五○○點子之間上落，業績優劣定去留，大家亦
不必急於入市，待公布業績研究過報告後再作決定
不遲。

維持一個健康發展的樓市，關鍵因素是有穩定住
宅供應，建立長遠的土地儲備庫便不可或缺，為了達
到這個目標，當局建議在維港以外進行大規模填海
造地，預計提供至少二千公頃土地，足夠十年公私
營住宅用地需求，期望有關計劃能夠在明年展開工
程，紓解發展土地荒問題之餘，還可助加速扭轉市民
對住宅供不應求的心理預期，進一步穩定當前的地產
樓市。

構建數千公頃土地儲備
港府昨日公布維港以外填海的第二期諮詢，選定

了五個近岸填海地點，包括了屯門龍鼓灘、沙田馬料
水、青衣西南、大嶼山北小蠔灣和欣澳，提供土地面
積六百公頃，同時又建議在香港的中部水域（包括長
洲）興建大型人工島，面積一千四百至二千四百公頃
，換言之，如能落實上述填海計劃，將帶來至少二千

公頃土地供應，成為未來十年主要土地供應來源。
為了地產樓市長治久安、為了本港經濟可持續發

展，本港進行大規模維港以外填海造地計劃是事在必
行，而且更是刻不容緩。政府作為本港最大地主，手
上住宅土地其實不多，必須積極開拓更多發展用地。

填海才徹底解決土地荒
根據早前公布的政府土地儲備數字顯示，目前已

規劃作住宅或商住用途的政府土地接近二千公頃，其
中九百三十三公頃的土地，預留作鄉村式發展，即作
丁屋發展，另外有六百多公頃土地為道路、通道、人
造斜坡及零碎地塊，實際上用作住宅或商住用途的政
府土地僅有三百九十一公頃而已，如此數量的土地儲
備庫，如何應付長遠的住宅與經濟發展需要？

當然，現時政府已多管齊下，推出短中長期增加
土地供應的措施，維港以外填海便是其中一招，餘下
招數包括變更土地用途如工業或政府機構用地轉作住
宅發展、透過收地拓展新界東北區、發展岩洞以騰出
發展用地、檢討綠化地帶用途、發展荒廢農地與石礦
場及市區重建等，上述招數不計填海與發展岩洞，估

計可提供二千五百公頃至三千公頃的土地。

每年土地需要二百公頃
不過，本港住宅需求非常迫切，如果要保持年供

應四萬五千個公私住宅，每年土地需求約二百公頃，
以此推算，十年住宅土地便消耗二千公頃用地，加上
近日特首表示： 「不單要解決樓價與租金貴問題，還
要提高香港人居住品質，令香港新一代可以住得更寬
敞……」這無可避免額外增加土地需求，長遠發展土
地實在捉襟見肘。

因此，本港無太多選擇，必須維港以外填海造地
，只有大規模填海才能大量提供新的土地來源，建立
起數千公頃數量的土地儲備庫，才能徹底紓解發展土
地荒的問題。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本港都是透過填海方式增
加發展用地，例如將軍澳與東涌等新市鎮都是以填海
得來，不明為何現在不可？住屋、經濟發展與海岸生
態保育兩者之間需要作出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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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記黃埔（00013）

20天平均線83.05元
50天平均線84.52元

昨日收報80.5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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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A50（02822）

20天平均線10.57元
50天平均線10.88元

昨日收報10.5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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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和置業（00083）

20天平均線13.53元
50天平均線14.23元

昨日收報12.7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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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
八、九十
年代，本
港透過填
海方式增
加發展用
地，例如
將軍澳便
是其中一
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