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期指反彈後整固 部署牛證

中集集團（02039）旗下位於深圳前海大部分土地
，已被初步納入首批開發項目之列，預計最快可在年內
動工。

前海1500萬平方米土地中約有27.5%面積，即412萬
平方米被3大公司擁有，集團是其中之一，擁有52.4萬
平方米，分布在前海第9及10單元，其中佔地46萬平方
米的第9單元，被列入首批重點開發項目。

中集計劃在前海打造一個海洋航運金融中心，及引
入合作銀行發展跨境人民幣金融服務中心，作為首批發
展項目，相信可以搶佔先機，獲得更大市場份額。

除了前海業務，今年中集的港口及租賃業務料亦會
有較理想的增長，一方面因其去年業績較不理想，基數
偏低；另一方面全球經濟有企穩的勢頭，預計這兩項業
務今年會分別錄得5%及14%的增長。

股價自3月份以來，由16元水平展開了一個多月的
跌浪，日前於11元水平找到支持，昨日更一舉突破10天
及20天線，有望繼續反彈，可於12.5元買入，目標16元
，跌破11元止蝕。

（筆者並未持有此股）

中集有望續反彈
□富昌證券研究部總監 連敬涵

新奧與潤燃 趁回吐收集
□高 飛

好友落力守兩萬二

經紀愛股

四川雅安地震未對內地與本港股市有太大影響，恒
指昨日平開後，在中移動帶動下，一度升逾百點，但收
市前有回吐，最後僅升三十點，以二二零四四收市，而
國企指數則微升三點，以一零五九零收市，全日成交金
有五百三十七億元。

長城汽車（02333）昨日大漲百分之十五，以三十
三元五角收市，上升四元四角，市場憧憬其首季盈利增
長強長，受惠運動型汽車銷售理想。

長汽創新高
□羅 星

窩輪探射燈
受惠於市場憧憬A股將被納入MSCI新興市場指數

，刺激上周五A股及恒生指數急升。期指上周五從低
位21455點，急升最多逾583點而至22038點，接近全日
高位收市。

日線圖，上周五期指在250天（即21083點）附近
出現大陽燭，進一步印證筆者較早前所提，期指調整
已接近尾聲，21000點為終極支持位等說法。

昨日期指更進一步上升，突破曾多次受阻的20天
線，態勢明顯已出現轉變。

至於支持位方面，目前期指已經在21500點形成較
大支持力，上周期指多次跌低於21500點，但從未收低
於該水平，反映21500點以下有強大承接力，可設定止
損位。

阻力位方面，短線可留意22250至22500點阻力區
，如能順勢突破，期指從2月初以來一浪低於一浪的形
態將被破壞，預示中期調整結束。估計未來數日，期
指將於21900至22150之間整固。

牛證：法興牛證66384，行使價21188點，收回價
21288點，槓桿比率30倍，到期日7月底。每10點期指

轉一個價位。
熊證：法興熊證66139，行使價22688點，收回價

22588點，槓桿比率28倍，到期日6月底。每10點期指
轉一個價位。

中海油超賣伺機博反彈
受種種負面因素拖累，中海油（00883）由年初高

位17.38元，最低曾跌至13.3元，年初至今跌幅最多逾
24%。對比該股過往的價格走勢，其股價目前已經跌
至去年希臘宣布 「脫歐」時低點。

上周初，該股在13.3元附近跌勢開始有喘穩跡象
，直至上周五，該股跟隨大市反彈，最高反彈至13.84
元。

另外，國際油價自上周急跌後已開始反彈。筆者
相信該股短期已經見底，多個技術指標均呈現超賣，
14天RSI上周曾跌至27.3。截至上周五的四個交易日，
該股已累積錄得逾800萬資金流入認購證部署反彈。

在眾多相關窩輪中，海油相關窩輪資金流入量排
名第四。窩輪部署，法興海油認購25018，行使價14.9
元，實際槓桿5.46倍，到期日2014年2月，屬於中長期
價外，時間值損耗較低。

（筆者為證監會持牌人士）

□沈 金

異動股

□比富達證券 林振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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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縱橫 □趙令彬

中國首季經濟增長稍見放緩，
而通脹又處於較低水平，但這並不
表示便應該或可以轉用宏調擴張政
策支持增長，而應繼續執行積極財
政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以保住穩定
高增長的宏觀經濟格局。貨幣政策
方面還應稍為收緊，以使能符合
M2增幅的13%目標。

M2增幅目標大致上代表了中
性貨幣政策，也符合當前的中國經
濟狀況。然而必須注意形勢變化：
若GDP增長及通脹趨降，則按13%
目標貨幣政策將稍趨寬鬆。當這情
況出現時也不必立刻收緊，就當是
稍寬政策以保增長。

另一方面，卻應嚴守目標，不
宜較長時間超越。今年二、三月
M2增幅均逾15%而顯著超過目標，
反映信貸增長過快，和對基礎貨幣
控制不足。首季新增貸款已近三萬
億元，其中三月便有1.06萬億元，
而全年額度只約八萬億元。無疑，
年初每是放貸高峰期而致新增貸款
急升，但今後必須加強控制力度，
以免突破全年指標。同時，在次季
M2增幅應盡量壓至目標水平內。

在銀行信貸之外，同樣值得關
注者是社會融資總額的高速增加。
隨非信貸融資在近年迅猛發展，
對有關的風險問題應更多加注意及

強化監控。今年首季社會融資6.2萬億元，同比
增加58%而達致新高，其中三月融資額達2.54萬
億元。

融資中銀行信貸比重有下降之勢，其他融
資方式如信託貸款及企業發債等上升逾倍，遠
高於銀行信貸增幅。對這些新融資方式的風險
必須有足夠重視，並要建立相應的監管體系。
還須注意新融資渠道受貨幣調控影響每較低，
其規模日大將削弱中央的宏調效力。

近期在貨幣的總量控制方面，還須注意資
金跨境流動的走勢。今年首季中國外匯儲備大
升1284億美元至3.44萬億美元，乃近期少見的
高增長，總額已升至與德國GDP相若。象顯
示去年的資金外流現象似已逆轉，自去年末變
為流入。

事實上，當歐美日競相推行量寬政策，而
中國的利息及經濟增長較高，必將吸引更多國
際游資湧入，資金大進大出突然轉向的風險確
不容忽視。如情況趨於嚴重，必須重新採用提
高存款法定儲備金比率的招式應對。

為達至貨幣適度調控，防偏寬乃當前要務
。不少評論擔心偏寬會導致通脹升溫，這確是
可能出現的風險之一，但卻非心腹大患，更值
得關注者乃金融體系的系統性風險。通脹並非
最大問題是因為：

（一）近年的通脹上升都是結構性的，與
貨幣供給關係不大。

（二）通脹之禍患顯而易見，中央對此早
有足夠重視，也有豐富的應對經驗，一發現苗
頭便即會採取有效抑制政策。

大和總研發表研究報告，認為恒
基地產（00012）與政府傾談捐地事
宜或於短期內有結果，預計集團只會
捐出若干農地，規模不大，亦不會為
捐地預設條件，故短期對集團股價影
響輕微。

不過，該行相信，今次集團若與
政府達成協議，將推動一個透明及有
效的機制，以助加快轉換農地發展，
而集團為農地儲備最多的發展商，將
會受惠於有關政策，對集團長遠發展
有頗大影響，而根據農地每呎樓面地
價達1000元計算，集團每股資產淨值
（NAV）可提升30元，對集團股價有
刺激作用。

大和同時亦上調集團今明兩年的
盈利預測3%至6%，以反映旗下位於元
朗新盤 「尚悅」銷情理想，以及租金
收入增長加快，並重申 「買入」評級
，目標價維持67.3元。

另方面，大和總研發表研究報告
，上調瑞聲科技（02018）目標價，
由34.5元升至44.5元，並維持 「買入
」評級。

報告指出，雖然公司客戶之一蘋
果公司今年首季iPhone付運量放緩，
但由於公司提供予中高端智能手機的
聲學產品級數有所提升，令產品單價
亦上升，另外市佔率亦有增加，故可
抵銷部分影響，加上公司客戶基礎分
散，即使蘋果產品銷售放緩，但意味
其他客戶的銷售隨之增加，當中全球
原始設備製造商（OEM）及內地第一
手機製造商亦為其客戶，而蘋果公司
競爭對手三星電子市佔率亦在增加，
所以認為公司今年銷售可重拾強勁增

長動力，並跑贏同業，預期今年首季公司純利達
5.03億元人民幣，按年升60%，但按季下跌12%，
銷售按年增加54%，至18億元人民幣，但按季跌
8%，而毛利率則因產能利用率下跌，按季或會下
跌0.8個百分點，至44.4%。

該行為反映首季銷售及純利按年增長強勁，
故上調今明兩年每股盈利預測分別5%及13%，並
同時上調目標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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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多個城市將天然氣零售價大幅提高，新
奧能源（02688）及華潤燃氣（01193）是本港上
市燃氣公司當中，市值最大的經營城市管道燃氣
企業，最可受惠於城市管道天然氣價格上調。於
近期大市表現反覆下，兩股卻逆市創出歷史新高
，估計強勢持續，可趁回吐收集。

近期各地政府對天然氣加價，如長春、無錫
及邯鄲在本月起率先提價，其中，長春天然氣價
格從每立方米2元人民幣上漲至2.8元人民幣，升
幅高達四成；無錫民用管道天然氣價格上漲13.6%
，並首次實行階梯式氣價；邯鄲更是根據兩年前
召開的聽證會，將居民天然氣價格每立方米上調
了0.2元人民幣；其他省市亦正加入天然氣加價行
列，如天津、蘇州及南通的民用管道天然氣價格
擬分別上調9.1%、12.7%及15%。

內地各省市天然氣價格上升，對居民不利，
但卻對經營天然氣業務的企業有利。當中新奧能
源去年營業額按年升19.6%至180.3億元人民幣，
毛利率升1個百分點至26.9%，純利升18.3%至14.8
億元人民幣，整體業績表現理想。期內獲得16個
新項目，令集團在內地獲取的項目達到117個，覆
議人口高達5552萬人。

集團執行董事兼首席財務官王冬至表示，今
年集團天然氣銷售量目標增長25%至78億立方米
，預期營業額上升20%至25%，盈利增長20%。花
旗表示，撇除一次性項目，新奧經常性盈利按年
增長24%至16.3億元人民幣，較該行預期理想。利
潤增長主要受惠於天然氣銷售、住宅及工商業管
道接駁增加。花旗預期，新奧經常性盈利今年增
長20%，重申給予 「買入」評級，目標價由39元
提升到50元。

華潤燃氣去年受本身及收購業務增長所帶動
，業績增長較新奧更大，營業額按年增45%至
195.9億元，純利升38%至16.5億元。潤燃去年燃
氣總銷量增加28%至93億立方米，已接駁住宅客
戶總數增加34%至1403萬戶。潤燃本身的天然氣
項目已經成熟，加上未來仍可持續獲母公司注資
或進行併購，增長前景仍然不俗。

高盛表示，潤燃去年僅斥13億元便購入31個
天然氣項目，涉及燃氣銷量4億立方米；預計公司
將繼續收購新建項目，推動盈利進一步增長。高
盛將潤燃評級由 「中性」升至 「買入」，並將其
納入 「確信買入」名單內，目標價由18.6元升至
25.4元。

昨日港股大部分時間在恒指二二○○○關上下穿
梭，時升時跌，直至下午三時過後，好友一度推高
控，令兩大重磅股雙翼齊飛，遂出現較明朗的升勢。
恒指最高時報二二一三一，升一一八點。收市報二二
○四四，升三十點。國企指數收一○五九○，升三點
。全日總成交五百三十七億元。

四川再發生大地震，市場的即時反應是內險股跌
，災後重建所需的水泥、基建股升。前海概念再被炒
起，中集（02039）傳拍內銀在前海建金融中心，股價
升近百分九。相關佔地利的粵海、深控、深國等，均
告上揚。

上周五恒指勁升五○一點之後，昨日仍能克服回

吐壓力，作第二個交易日上揚，本身已說明市底較以
往為強。一如我頭牌所講的，本周升降至為關鍵，屬
兵家必爭之地，如果能守穩二二○○○關，則再上一
個新台階可以預期；倘若該關口又再失守，就只好怨
句還要等候，繼續上落尋底了。

同樣地，四月期指也是好淡爭持激烈。最高時，
期指升逾百點，下午收市報二二○二一，只升十七點
，低水二十三點，離結算尚有五個交易天。

電訊股受聯通上客量大增的刺激，全面造高。聯
通升逾百分四，中電信升百分一，中移動雖只升百分
之○點五，但因其 「晒士」大，對指數影響至關重要
。二二○○○關能否守住，中移動要繼續發揮作用。

內銀股無大氣候，這同大行一直唱淡有關，弄到
投資者雖然覺得內銀股高息，但卻怕收了息後卻賠了
股價下跌。我頭牌對內銀仍有憧憬，但因為多數在五
月稍後才截息，故也不用太心急收集，等更吸引的價

格出現時再說。
上次重上二二○○○關，守了三日就跌破。今次

千萬不要歷史重演，我希望本周都能企在關口之上，
如此才可以講是企穩了。

中海油(0088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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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收報13.86元

20天平均線14.307元
50天平均線14.796元

長城汽車(0233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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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收報33.50元

20天平均線27.75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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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收報21.25元

20天平均線21.423元
50天平均線19.39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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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想購伺服器可分散風險
麥格理發表研究報告，指聯想（00992）繼去年8月

與EMC成合作夥伴，再於去年9月收購雲端資安軟體業者
Stoneware，可見集團欲擴大個人電腦（PC）市場的份額
的策略，故認為收購IBM伺服器為合理之舉。

該行相信，聯想目前與IBM的交易屬初步洽談，還
未進入實質的協議。該行又指，如果交易成功，將可以
令市場相信聯想正在分散業務，而不是只集中於停滯不
前的終端個人電腦業務。

麥格理維持 「優於大市」投資評級，目標價10元。

▲受種種負面因素拖累，中海油股價由年初高位17.38元，最低曾跌至13.3元

中集集團(02039) 元

1月 2月 3月 4月

昨收報12.76元

20天平均線12.484元
50天平均線14.17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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