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穆迪降內房企評級至負面

南車力爭今年營收增逾兩成

大冶冀銅儲增至300萬噸

德意志銀行：6月份CPI或升至6%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李永青) 受惠
於國家計劃在「十
二五」期間將對鐵
路基建投資2.8億元
人民幣(下同)，加上
內地不少城市將建
城軌地鐵，中國南
車董事長趙小剛表
示，今年集團力爭
營業收入增長逾兩
成，而今年首季訂
單亦有顯著增長。
同時，今年集團固

定資產投資達77.42億元人民幣。中國南車昨收報8.23港
元，升0.12%。
趙小剛昨表示，現時內地有40多個城市在建或籌建地鐵

和輕軌，料2015年建成總里程將達2700公里，投資總規模
逾1萬億元，料集團在有關業務發展空間甚大。對於有言
論指高鐵客流量不足，他不認同有關觀點，指去年高鐵的
客量全年達3億人次，預計今年的客量將可超過6億人次。

冀海外收入由4%升到逾15%
截至去年底，南車手頭訂單逾1000億元，其中海外訂單

約130億元，趙小剛期望海外訂單收入佔總收入比例，將
由目前不到4%，至2015年升到逾15%。他指出，現時全球
已有20多國家計劃或有意興建高鐵。早前集團為進入美國
市場，與當地公司簽訂合作協議，成立合資公司，爭取美
國高鐵項目，料最快會於一年後開始投標加州的項目。
在新產業業務方面，去年風機設備佔收入比例低於

2%，冀未來5年收入佔比可升到5-10%。他說，目前全國
約有70多間風電設備企業，集團的排名第12位，有信心在
未來2至3年內升至首5位，主因是集團本身擁有自家的核
心技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卓建安）德意志銀行大中華區首席
經濟學家馬駿昨表示，預計未來數月中國仍面臨通脹壓
力，6月份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有可能升至6%，而
預計CPI下半年才會回落。
中國於今日公佈通脹、消費、投資和經濟增長等經濟數

字，昨日有媒體引述消息人士透露，3月份中國CPI將會升
到5.3%至5.4%，較市場預期的5.2%略高，而2月份CPI為
4.9%。

下半年逐漸回落 年底降至4%
馬駿昨在港出席亞洲協會舉辦的一個午餐會時表示，對

於有報道稱3月中國CPI較市場預期的高，他認為較預期高
一點點不是太大問題。他認為中國政府調控通脹的措施已
初見成效，雖然3、4月份通脹壓力仍大，6月份通脹更有
可能升至6%，但相信下半年會逐漸回落，到年底會回落
至4%。
去年至今人行已經連續四次加息，合共加息1厘，馬駿

預測，今年餘下的日子人行仍有可能加息一至兩次。另
外，銀行存款準備金率亦有可能繼續上調。
馬駿還表示，目前內地不少工廠面對勞工不足的問題，

因此工資有上升的壓力。他並看好香港人民幣離岸中心的
發展，預計未來兩年人民幣存款會增加5倍，人民幣資產
更會增加10倍。他並預計，將會有越來越多公司來港發行
人民幣債券，本港人民幣債券的規模會越來越大。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永青) 早前中國大
冶有色金屬(0661)擬以總代價72億元向大股
東等人收購礦業業務，並以發行新股及向賣
方之一中時發行可換股票據支付收購代價。
主席萬必奇表示，若成功向母公司收購礦產
業務後，將考慮引入策略投資者，務求公眾
持股量維持在25%水平。他又說，將會尋求
母公司繼續注入資產及對外併購礦業，力爭
未來3至5年內，將集團的銅儲量增至300萬
噸、金儲量達100萬噸。中國大冶昨收報0.6
元，升7.14%。
萬必奇昨表示，未來數年將投入7億-10億

元人民幣，來增加年產能，但未有透露實際
數字。他又說，已獲母公司承諾，日後上市
公司可優先購入母公司的有色金屬項目，目
前母公司有多個大項目在洽談中，但暫時未
能對外公布。
對於早前中國有色集團與湖北省國資委簽

訂《關於對大冶有色的增資擴股協議》，支
持中國大冶母公司早日成為年銷售收入過千
億元人民幣的銅企業。萬必奇強調，母公司
與中國有色屬強強合作，未來對方有可能入
股母公司，但絕對不會取得母公司的控股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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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用期一年。東風汽車公司稱，公司作為第
一家實行中央企業董事會試點的汽車企業，

按照國務院國資委推進中央企業董事會試點
工作的要求，通過董事會試點進一步推進公
司制股份制改革，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結構，
促進科學決策，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增
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和影響力。
此次任命是中共中央組織部、國務院國資

委通過去年8月發佈《招聘公告》，組織12戶
中央企業面向海內外公開招聘，並經過自願
報名、資格審查、統一考試、考察了解等程
序後，最終確定的結果。朱福壽此前先後任
東風汽車公司黨委常委、東風汽車集團股份
有限公司總裁等職，東風汽車董事長徐平稱
其為「在東風一步一步成長起來的企業領導
人員」。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趙建強) 盛地
產(0845)宣布，分別斥資2.995億元(人民
幣，下同)，收購大連潤景的全部股權及
大連潤景尚欠中城建及其關聯方的股東貸
款，及以約5.145億元向大連和升收購中

城建70%的股權及中城建
尚欠大連和升的股東貸
款。

通過收購， 盛分別可獲得由大連潤景
持有，及由中城建持有的大連金州區先進
街道八里村兩個地盤，總地盤面積分別為
50,148平米及120,576平米，均將發展為住
宅項目。

香港文匯報訊 利福(1212)宣布，公司與
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簽訂諒解備忘錄，擬於上海及天津市成立
兩間合資公司，以收購上海及天津房地產
開發項目的零售物業部分用作經營百貨公
司及/或商業中心。利福及陸家嘴將各佔
合營公司的70%及30%權益。
陸家嘴及其附屬公司分別為上海市陸

家嘴金融貿易區的SN1地
塊及天津市紅橋區小夥巷
地塊的土地使用權擁有

人。計劃於上海土地及天津土地分別興
建面積約30萬平方米的城市綜合體(可能
包括3幢辦公大樓及一個購物商場)及一個
包括面積約12萬平方米購物商場的大型
城市綜合體。目前，上海土地的控制性
詳細規劃已獲上海市人民政府的批准，
天津土地的開發規劃亦已通過有關審
批。

工行海外擴張首選新興市場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工商銀行(1398)董事

長姜建清接受路透訪問時表示，未來數年
工行的海外擴張將以新興市場為首選目
標，短期內不會考慮對歐洲銀行業的併
購。並表示，希望在五年後工行海外業務
總資產和總利潤，由目前佔該行總資產和
總利潤的4%增至10%左右；經過10年左
右的時間，工行能夠有全球化銀行的雛
型。該行今年計劃在巴西、秘魯、印度和

巴基斯坦等地開設分行。
姜建清指出，儘管今年經營形勢挑戰較

大，但仍有信心工行業績實現比較好的增
長。並表示，今年工行的信貸投放總量和
增速都會較去年有所下降，目前先按照
8,200億元人民幣的目標制定計劃，總體
實現每個季度均衡投放。他又預計存貸利
差收入佔總收入的比例，由去年的60%，
在五年內降至50%。

內地連番推出多項調控措施，其中一線
及主要二線城市均實行嚴格的限購令，穆
迪認為對今年銷售影響最大，該行香港高
級副總裁蔡承業預計，今年一、二線城市
銷售金額有機會下挫25%至30%，但價格不
會出現大幅下滑。不過，他亦指出，三、
四線城市銷售將不受影響，相信樓價仍有
上升空間。

內房企財困或現併購潮
若今年內房企業銷售出現下滑，穆迪認

為有機會使行業部分公司財務出現壓力，
並且在內地收緊貸款下，更會出現併購
潮。但穆迪助理副總裁曾啟賢亦承認，在
港上市的內房企業，有較佳的融資渠道，
如中國海外(0688)、方興(0817)等央企背景企

業，融資亦不會有太大困難，相信中小企
受影響較為嚴重。上述兩間亦是少數獲調
升評級的內房企。
該行亦為目前有評級的28家內房企作壓

力測試，曾啟賢指，若今年銷售額較去年
下跌25%，則綠城(3900)、 盛(845)、世茂
(813)、合生(754)等10間內房企資金狀況會出
現問題。曾啟賢又指，今年初至今，多家
內房企均先後在港發債，亦顯示內地融資
困難度提高，因普遍海外債利息成本一般
較內地為高。此外，利率上升，對房地產
商毛利率亦會受到影響。

行政干預 一手樓交投下降
不過，蔡承業亦承認，經歷過08年後，

內房企業普遍已有應對風險的經驗，而去

年銷售良好，企業普遍資金亦充足，內地
城市化及強勁需求仍然不變，因此政府政
策取向對內房前景將有較大影響。
美聯中國亦指，為進一步落實調控，近

期國務院房地產調控督察組積極「落區」，
一些樓價較高的地方政府，紛紛約談即將
推盤或在售項目的負責人，希望押後高價
物業銷售步伐，甚至對樓價進行干預，以

應付中央審查。美聯中國全國研究中心主
管徐楓指，目前有意推出的措施包括「價
格上限限制」、禁止樓價過高項目預售等，
相信有關措施將使一手住宅供應量下降，
成交量亦會受挫。而且，在行政手段下，
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城市一手住宅
成交價格必定會下跌，但徐楓指，「這不
能顯示市場真實情況的一面。」

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莊亞權 上海

報道）有消
息稱3月份的
居民消費價
格指數（CPI）
同比增長高
達5.3-5.4%，
高企的CPI令
市場對新一
輪緊縮政策的擔憂升溫，滬深A股受此影響，全天
分別震盪下挫0.25%和0.84%。中金公司認為，目前
流動性和基本面均暫時無憂，但政策調控擔憂和外
圍市場的波動將對A股市場造成干擾，不過中期股
指震盪上行的格局仍將延續。
上證綜指全天圍繞3050點反覆震盪，尾盤小幅跳

水報收於3042點，跌7點或0.25%；深證成指在房地
產和創業板雙雙走弱的拖累下，跌幅稍深，最終報
收於12991點，下跌110點或0.84%。兩市成交2532億
元（人民幣，下同）。

房地產建材機械板塊領跌
兩市共有732隻個股上漲，1262隻個股下跌。逾8

成板塊下挫，其中房地產、建材、機械板塊領跌，
農業、黃金和化工化纖板塊領漲。前一天攜手走強
的銀行地產板塊昨日分道揚鑣：地產板塊下跌
1.13%，銀行板塊則延續前一天上揚態勢，逆勢小
幅收漲。

農林牧漁板塊逆勢勁升2%
有報道稱，隨 地震、海嘯、核輻射危害的顯

現，日本農產品、水產品對中國市場的依賴性越來
越大，最近內地許多企業接到的日本訂單均大幅增
長，部分企業訂單同比甚至增長10倍，農林牧漁板
塊逆勢勁升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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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趙建強) 多間已公布數據的內房企業，首季銷售

紛紛報喜，而眾多在港上市的內房企業，亦先後集資，以應對今年的樓

市風險。不過，穆迪認為內地利率攀升勢頭持續，及通脹加劇下，政府

收緊信貸亦屬必然，若再出現銷售減少，或政府再加強調控，則房企有

機會出現資金斷裂，因此將內地房地產業展望從「穩定」降至

「負面」。

盛8億購大連項目

利福與陸家嘴組合資

■趙小剛不認同高鐵客流量不足。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永青 攝

■滬深兩市共有732隻個股上漲，
1262隻個股下跌。 資料圖片

■馬駿看好
香港人民幣
離岸中心的
發展。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張偉民 攝

■內房企賣樓若進一步減少，資金周轉將有困難，部分房企可能被併購。 資料圖片

傳3月CPI創新高
滬深A股齊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