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傳中移動啟動200億投資 電訊設備股爆炒

利好紛呈 港股急升376點
受惠外圍股市向好，為港股造就收復

日前失地的機會，再加上市傳內地或有新
資金入市，令內銀股率領一眾藍籌推高港
股。與此同時，配合市場憧憬 「寬帶中國
」 策略，以及中移動即將啟動4G主設備招
標，電訊設備股同時熱炒。眾多利好因素
下，恒指抽高376點，收報22183點。證券
業人士預期，隨股市氣氛好轉，恒指短
期有望挑戰22400點關口。

本報記者 李潔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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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動力煤價格持續疲軟，造就內地電力
股業績繼續爆升。其間打頭炮的華能國際（
00902），首季盈利暴漲1.7倍，刺激內地電力
股昨日顯著跑贏大市。同時間，再有大行發出
報告唱好電力股，花旗預估華能煤炭成本每跌
1個百分點，將增加純利4.58億元（人民幣，
下同）。麥格理則上調華潤電力（00836）、
大唐發電（00991）今明兩年盈利預測。

內地三月份全社會用電量按年僅增1.9%，
若剔除電力行業本身用電量，用電量更出現下
跌3.6%。儘管用電需求不足，但內地動力煤價
格持續疲軟，已足夠支撐內地電力股首季業績
。以華能國際為例，在首季營業額下降6%的
情況下，盈利反增1.7倍，淨賺25億元。有華
能打響頭炮，內地電力股昨日大升。華能股價
升6%，收8.8元；大唐發電股價亦有3.3%進帳
，收3.44元；華潤電力升3.1%，收24.45元。

分析指出，截至4月22日，秦皇島5500大
卡動力煤價格615元，上升5元，主要因大秦線
檢修，而環渤海動力煤再次下跌1元，至615元
的新低。由於內地經濟弱復蘇，煤炭庫存量偏
高，而進口煤炭愈發強勢，預期煤炭價格向上
反彈乏力。

同時，多間大行發出報告，大合奏唱好內
地電力股。花旗指出，華能是低煤炭成本的受
益者，煤炭成本每下跌1個百分點，盈利帶將

增加4.58億元，或4.9%貢獻；發電量每減少1%，純利則跌
2.99億元，或3.2%。花旗同時看好電力股，預期大唐首季盈
利升132%，至9億；華電（01071）盈利料增323%，至8.5億
元。

野村在研究報告中指出，雖然今年首季內地電力需求疲
弱，但對內地電力行業仍然看好，並相信今年內地電力股毛
利將較去年有所改善。野村補充稱，今年煤價仍然處於較低
水平，加上內地維持低息，將有利內地電力行業。

另外，麥格理表示，考慮到華潤電力每單位燃料成本進
一步回落，故上調華潤電力今明兩年每股盈利4%及9%，是
內地電力股中首選。同時又調高大唐今明兩年每股盈利預測
3%及7%。麥格理稱，大唐股份現價已反映煤化工項目的負
面因素，相信煤化工項目下半年開始營運後，更可即時帶來
盈利。

周松崗冀夜期達日成交10%
恒指服務公司將於5月10日收市後公布包括恒指等多個

指數成份股的檢討結果，而各外資大行亦陸續發出 「貼士」
，預測指數 「新貴」輪替名單。花旗昨日發表報告，認為銀
河娛樂（00027）及永利澳門（01128）有望繼金沙中國（
01928）後，晉身藍籌的濠賭股。此外，恒大（03333）亦有
機會染藍，而長江基建（01038）則有望重新 「入隊」，再
次成為藍籌股。至於被踢出藍籌行列的高危一族，包括思捷
（00330）、中遠太平洋（01199）等大熱門股份，而中煤能
源（01898）亦有被剔出的危機。

俗語云 「男主外，女主內」，傳統觀念均認為女
性通常主宰家中財政大權。但信悅理財於今三月進行
了名為 「誰是家中的財富Fit人？」的網上問卷調
查，發現逾四成受訪者均表示家中的投資是由兩夫婦
共同決定的，反映現今社會中夫婦二人都會參與家中
的投資決定。另外，有三成受訪者則表示家中的投資
是各自決定的，丈夫及妻子可各自按他們的意向或喜
好作相關的投資選擇。

大部分受訪者表示他們的總投資金額佔他們的家
庭總收入少於四成；35%的受訪者將總收入的0%至
20%放在投資上；43%受訪者則投資了家庭總收入的
21%至40%。調查結果亦反映大部分受訪者的家庭投
資組合中都有多於一種投資類別。在眾多投資項目中
，股票和定期存款為最受歡迎的家庭投資類別，皆有
六成受訪者選擇。第三及第四名分別為基金及外幣，

均有約四成受訪者選擇基金或外幣為他們的家庭投資
工具之一。此外，房地產、債券／存款證、投資相連
保險及外匯都各有超過一成受訪者選擇。

有超過三成受訪者表示過去一年曾經向銀行客戶
經理尋求投資建議，是最多受訪者選擇的途徑。亦有
三成受訪者選擇向配偶、親戚或朋友參考投資理財的
意見。獨立理財顧問及保險經紀則分別有19%及16%
受訪者選擇諮詢以獲得投資意見。有個別受訪者表示
會從網上、報紙專欄及財經新聞獲取投資建議。信悅
理財建議投資者可尋求更專業及獨立的投資意見以助
他們作出投資決定及選擇適合自己的投資產品。

有關調查主要目的為探討現時香港家庭的投資狀
況，成功收集了381份問卷回覆，當中87%年齡介乎
26至59歲。有現職的佔七成多，其中38%為專業人士
及經理或主管。

去年港交所（00388）配股集資收購倫敦金屬交
易所（LME）後，市場關注港交所是否有集資壓力
。港交所主席周松崗昨在股東周年大會後表示，現時
港交所財政非常穩健，暫時沒有配股集資需要，但會
設法減低成本。他又說，期貨夜市才推出不久，在第
二個星期平均已有4000張合約，而前晚合約達5400張
，佔日間期貨成交3%至4%，而據其他地區的經驗，
夜期佔日間期貨成交可達10%至40%，料經過一段日
子後，夜期絕對有可能佔日間期貨的比例達十多個巴
仙（%）。

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則表示，收購LME後，
今年向三大方向發展，包括推出新產品，將研究是傾
向以現金交易或實物交割，但前者較簡單，短期傾向
以現金交易為主；現時的清算結算平台以股票為主，
但商品結算平台上有很大特殊性，故要對現有清算平
台作一定升級和改造，最後冀可與其他交易所，特別
是與內地的交易所合作。他表示，由於商品交易涉及
倉庫、監管及海關等問題，相信今年內不會推出大量
產品，明年才能開花結果。

對於美國有通訊社在Twitter的戶口被黑客入侵
，導致美股急跌，周松崗指出，約2年前，披露易網
站亦曾被攻擊，此後港交所已有防範機制，暫時亦未
發現有任何問題，但強調不會鬆懈。至於外傳港交所
有意改革上市委員會，他回應指，上市委員會每年均
出現新舊交替，目前無意就上市委員會架構進行大改
革。

夏佳理離任董事
另外，在港交所任職董事達7年的夏佳理於昨日

正式退任，他說，離開工作7年的港交所感覺輕鬆，
並指在任內經歷金融海嘯後，全球經濟仍然不穩，歐
洲大部分國家失業率高企，對整體經濟造成挑戰。夏
佳理指出，未來港交所將繼續努力，吸引外國企業來
港上市。

夏佳理於2006年4月26日加入港交所董事會，於
2006年4月至2012年4月期間出任港交所主席；於2010
年10月至2012年10月期間並擔任國際證券交易所聯會
主席。

控英國工會擬罷工
英國當地工會批評控（00005）為尋求盈利犧牲員工

，工會或發起罷工。控昨宣布於英國裁減3166人，不過會
設立2017個新職位，主要為內部調配，最終淨削減的職位或
會有1149個。

英國工會Unite代表Dominic Hook譴責表示，該行為
尋求更大盈利而犧牲員工利益，行為恥辱（disgrace），早
前已大幅削減養老金、假期及病假，現又削減職位。他表示
，將諮詢員工會否考慮投票罷工以對抗控裁員。

太保（02601）昨日公布首季業績。受惠於投資
收益大升五成，太保首季純利按年急增2.4倍至22.25
億元人民幣（下同），優於市場預期。值得注意的是
，太保實現保險業務收入514.21億元，同比增長4.1%
，但人壽業務放緩，保險收入下跌4.5%至306.36億元
，其中新保業務收入更跌26.5%至115.01億元。

今年首季，太保營業收入增加7.4%至531.65億元
，已賺保費微升2.9%至458.65億元，每股基本收益
0.25元。由於固定投資利息收入增加，權益投資買賣
損失減少，集團投資收益大升51.6%至70.13億元。此
外，投資資產減值準備減少，集團資產減值準備亦大
幅減少81.1%至2.59億元。

期內，太保人壽保險業務收入為306.36億元，同

比下降4.5%，其中新保業務收入為115.01億元，下跌
26.5%；續期業務收入191.35億元，上升16.5%。營銷
渠道保持較快增長，實現新保業務收入50.47億元，
同比增長12.6%，其中營銷渠道新保期繳業務收入
48.48億元，增長13.5%。

至於財產保險業務收入為207.68億元，同比增長
20.1%。其中車險業務收入為152.38億元，同比增長
21.2%；非車險業務收入55.3億元，同比增長17.2%。
電銷渠道及交叉銷售業務保持較快增長，電銷業務收
入為33.06億元，同比增長53.6%；交叉銷售業務收入
為7.44億元，同比增長28.9%，電銷及交叉銷售收入
佔產險業務收入的比例，由2012年首季的15.8%增至
19.5%。

中國銀盛財富管理首席策略師郭家耀認為，雖然
國企首季業績未見驚喜，4月份豐PMI指數表現亦
未如理想，但內地股市走勢轉強，人民銀行進行正回
購的規模縮減，有助大市氣氛好轉。在A股帶動下，
恒指短期或進一步上試22400點阻力。

券商籲留意零售賭業股
另外，信達國際研究部高級分析員趙晞文表示，

國企股陸續公布首季業績，雖然預期內銀股業績增長
放緩，淨息差持續收窄，將限制港股的反彈動力，但
隨期指轉倉活動趨於活躍，恒指有望上破50天移動
平均線（約22500點）。他提到， 「五．一」黃金周
前夕，可留意才剛起步炒上的本地零售股及澳門賭業
股。

港股昨日獲內外因素炒高。受惠美國企業業績及
樓市數據支持，華爾街股市日前向好，盤中美聯社的
Twitter帳戶被黑客入侵，發放白宮發生兩次爆炸、
總統奧巴馬受傷的虛假消息，幸迅即獲美聯社及華府
澄清消息純屬捏造，美股即時收復失地反彈。

同時，市場憧憬歐洲減息，導致歐洲國債息率回
落，資金湧入歐洲股市，配合A股出現技術性反彈，

亦推高港股一把。恒指裂口高開260點，即時收復10
天及20天線，恒指反覆上移並直逼22200點關口，收
報22183點，升376點或1.7%。

國企指數跑贏大市，收報10634點，升209點或
2%，主板成交615億元。即月期指收報22137點，升
344點，較現貨低水46點。

工信部啟動5G研究
國家工信部提出 「寬帶中國」戰略，啟動5G研

究，加上市傳中移動（00941）即將開始涉資200億人
民幣的4G項目投資，多隻電訊設備股熱炒。中興通
訊（00763）尾市升近8%至12.98元高位，收報12.68
元，升5.5%。

藍籌股幾近全線報捷，市傳內地或有新資金入市
，招商銀行（03968）獲追高至15.64元，收市升近4%
至15.6元。控（00005）宣布在英國削減逾3000個
職位，股價重上82元水平，收報81.95元，升2.4%，
為恒指進帳76點。

「鞋王」百麗國際（01880）終於結束7日跌勢，
盤中一度追高至12.92元，收報12.86元，升6.1%，成
為藍籌股升幅之冠。

另外，早前發出季度盈喜的比亞迪電子（00285
），獲摩根大通唱好，並首次給予 「增持」評級，刺
激股價狂飆近三成，高見4元，收市升27%至3.88元，
成為第二大升幅港股。至於獲長和系主席李嘉誠增持
股權的中聚電池（00729），以全日最高0.34元收市
，升幅達26%。

太保首季賺22億增2.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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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保首季業績簡表
（單位：人民幣）

營業收入

已賺保費

投資收益

營業支出

資產減值準備

純利

每股基本收益

2013年首季

531.65億元

458.65億元

70.13億元

500.65億元

2.59億元

22.25億元

0.25元

按年變動

+7.4%

+2.9%

+51.6%

+3.0%

-81.1%

+241.3%

+212.5%

▲眾多利好因素推動恒指上升376點，收報22183
點

▲周松崗（右）稱，港交所暫時沒有配股集資需要
。左為李小加 本報攝

李嘉誠注資 中聚急升26%
經營業務持續錄得虧損的中聚電池（00729）獲得長和

系主席李嘉誠大手注資。中聚電池昨日公布，向李嘉誠、鷹
君（00041）主席羅嘉瑞及 「中信國際資產管理」發行新股
，以每股0.22元，配售12億股，集資淨額將約2.64億元。
完成配售後，李嘉誠於中聚電池持股量由 9.06%，增至
15.68%。受消息刺激，中聚電池昨日股價大升26%。

剛公布斥資7960萬元人民幣購買2000輛電動汽車，以
圖開拓電動汽車租賃業務的中聚電池，昨日隨即向股東伸手
。中聚電池公布，擬向李嘉誠持有的 「JadeTime」、 「
LKSCF」、 「Lion Cosmos」，以每股0.22元，發行10億股
新股。配售價較前收市0.27元，折讓18.5%。完成配售後，
李嘉誠將持有中聚電池21.1億股股份，持股量由9.06%，增
至15.68%。

與此同時，中聚電池又向羅嘉瑞及 「中信國際資產管理
」各別發行1億股新股，配售價同樣為0.22元。羅嘉瑞、 「
中信國際資產管理」將持有中聚電池1.37%及1.7%權益。

中聚電池表示，今次配售股份相等於已擴大後股本
8.92%，集資淨額將約2.64億元。受到猛人入股消息刺激，
中聚電池股價昨日大升25.9%，收報0.34元。

家庭投資決策調查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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