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恆生指數
滬深300指數
上海A股指數
上海B股指數
上證綜合指數
深圳A股指數

17911.95
2685.69
2558.85
249.07
2443.06
1123.01

漲跌
（點） 漲跌%
-912.22 -4.85
-85.32 -3.08
-73.23 -2.78
-6.87 -2.68
-69.91 -2.78
-32.85 -2.84

深圳B股指數
569.03
深證成份指數
10660.47
東京日經225指數 8560.26
台灣加權平均指數 7305.50
首爾綜合指數
1800.55
新加坡海峽時報指數2720.53

漲跌
（點） 漲跌%
-26.65 -4.47
-331.38 -3.02
-180.90 -2.07
-230.38 -3.06
-53.73 -2.90
-71.26 -2.55

悉尼普通股指數
新西蘭NZ50
雅加達綜合指數
吉隆坡綜合指數
曼谷證交所指數
馬尼拉綜合指數

4044.67
3312.29
3369.14
1387.81
990.59
4096.10

漲跌
（點） 漲跌%
-108.93 -2.62
+3.45 +0.10
-328.35 -8.88
-31.23 -2.20
-39.00 -3.79
-108.19 -2.57

漲跌
（點） 漲跌%
歐美股市(截至21:32)
紐約道瓊斯指數 10806.14
納斯達克指數
2473.15
倫敦富時100指數 5056.70
德國DAX指數
5207.39
法國CAC40指數
2793.35

-318.70
-65.04
-231.71
-226.41
-142.47

-2.86
-2.56
-4.38
-4.17
-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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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奇筍盤 山頂豪宅半價易手
盧吉道28號4億賣1.96億 區內代理呼「難以置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倫樂）雖然港股因外圍經

■陽明山莊是
山頂南區成交
最活躍屋苑。
資料圖片

濟欠佳而急瀉，惟市場仍不斷有人指樓市走勢平
穩，高呼買磚頭保值。不過昨日的一則消息似對有
關言論作出質疑：土地註冊處資料錄得，一幅山頂

盧吉道28號位置圖
盧吉道
盧吉道28號
扯旗山

頂級豪宅地以低市價一半的1.96億元售出，呎價僅
2.1萬元，可稱「超級筍價」，連區內代理亦大呼
「難以置信」
。由於該地塊並非透過經紀轉售，市場
對有關交易眾說紛紜，有說業主大劈價，
亦有說內部轉讓。
夏

據了解，原業主為REGENT REAL LIMITED，屬一間海外註
冊公司，於1996年12月以7,100萬元購入上址，現以1.96億元沽
出，帳面獲利約1.25億元，賺幅近1.76倍；新買家為亨龍集團有
限公司，公司董事包括魏振雄，與盈信控股(015)主席魏振雄同
名。市場人士指，原業主其實是一老牌家族，亦持有盧吉道27
號，多年來鮮有沽出山頂物業。
代理表示，盧吉道28號地盤面積為18,602呎，現址為一幢約2
層高的大屋，建築面積約3,600呎，以成交價計算，呎價達5.4萬
元，不過，由於地盤可以0.5倍重建發展，可建樓面增加至9,301
呎，相信買家重建發展的機會更大，故此以屋地計算，其平均
呎價大幅降至約21,073元的「不合理」水平。

赫蘭道上月亦現5折成交
事實上，近期市場亦有過類的「筍價」交易，8月尾就錄得已
故中電控股(002)前主席高登爵士（Sir Sidney Samuel Gordon）家
族或有關人士持有的南區赫蘭道7號豪宅屋地，以3.8億元成交，
可重建樓面18890方呎計算，呎價僅2萬元，大幅低於市場估值7
億元外，並較 基同區赫蘭道11至12號平至少一半，交易撲朔
迷離。

士

力

土地註冊處資料顯示，山頂盧吉道28號剛以1.96億元易手。區
內代理表示，該宗交易相當神秘，過去亦未有聽聞，相信並非
透過代理轉讓，又直言單位成交金額相當低，難以理解，地皮
價可達4億元，成交價低了市價足足一半，未知是因為近期樓市
下跌所致，還是原業主以極筍價轉讓予親朋戚友等。

新買家與盈信主席同名

甸

山

道

山頂公園

柯

道

凌宵閣

小股災 嘉湖撻訂蝕10萬
香港文匯報訊（顏倫樂、趙建強）股市暴跌，
買家心慌慌，更有買家寧願蝕訂都不敢入市。祥
益蕭嘉偉稱，嘉湖山莊賞湖居2座高層E室單位，
於9月10日以196萬元簽訂臨時買賣合約，買家並
已支付約5萬元訂金，但該買家有見昨日爆發
「小股災」
，加上近日市場氣氛欠佳，逐決定在簽
訂正式買賣合約前放棄交易。

欲，蕭嘉偉稱，昨日該行預約睇樓量本約30台，
結果最終僅得9台出現，流失7成客。

■嘉湖山莊賞湖居

業主擬減價3萬再放盤
蕭嘉偉指，買家本計劃於今日簽訂正式買賣合
約，但有見昨日股市急瀉，認為遲買有機會執平
貨，可能除笨有精，因此索性賠訂離場，等待樓
價回落再入市，此次撻訂連同佣金、律師費等，
損失約10萬元。至於原業主則暫未決定是否繼續
放售，但聽其口風，亦計劃最少減價3萬至193萬
元放盤。
事實上，昨日股災的確大大打擊準買家入市意

今年通脹率或超過5%

■黃友嘉料港經濟下半年增長5%
以下。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黃友嘉昨日在會員大會表示，近期香港
就業情況理想，失業率處於近年的低位，
居民收入亦有所上升，未來一段時間本港
的私人消費開支料可保持堅挺；大型基建
和公營樓宇項目的開展，亦有助於維持內
部的投資需求。綜合而言，他認為，香港

短期經濟前景仍然審慎樂觀，而內需將繼
續擔當主要的增長動力。
但他又指出，主要的發達國家持續推行
寬鬆的貨幣政策，特別是美聯儲局決定在
未來兩年內維持超低利息，令香港面臨更
大的輸入型通脹壓力，加上港幣跟隨美元
走弱，租金攀升和工資上漲的趨勢可能持
續，預計今年香港整體消費物價通脹率將
會超過5%，而明年仍將維持於4.5%的較
高水平。
被問及近期廠家訂單情況，該會副會長
楊志雄表示，由於歐美經濟欠佳，加上內
地工資及原材料急升，廠家面對很大的壓
力。他說，今年以來，內地民工工資已升
逾兩成，原料價格升逾一成，廠家在接單
時要好好「計數」
。

鴻國今掛牌 暗盤逆市升4.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廖毅然）面對大 11.4%，三一重工A股跌幅亦達5.4%。環
跌市，連續兩天有新股叫停。中國首富 球股市進一步下挫，加上三一集資額巨
梁穩根旗下的三一重工(6031)中止其260億 大，投資者普遍不看好。三一重工的勁
元的集資計劃，繼早前延遲公開發售 敵徐工機械(1256)暫時則無意退縮，據悉
後，決定全盤暫停招股程序。一星期 將按新計劃於下周一展開路演，下周三
內，兩隻新股擱置上市，並有一隻押後 起招股。
路演。另一方面，小型股鴻國國際(1028)
較早前，小南國(1147)國際配售及公開
昨日暗盤意外倒升4.35%，將於今早掛 發售均錄得超購，但在定價日卻突然宣
牌，結束自7月底高鑫零售(6808)上市 布擱置。分析員指，小南國這類餐飲企
後，新股市場近兩個月的真空期。
業十分重視品牌，若上市後股價大幅下
市場人士指出，三一重工及早一天決 滑，對品牌會產生重大的負面影響，因
定腰斬上市計劃的小南國(1147)主要因為 此管理層寧願不上市。
價格上談不來。根據初步招股文件，三
小南國恐品牌受逆市影響
一重工招股價介乎16.13-19.38元。在本周
二，管理層已鑑於環球市況波動，決定
同股不同命，內地女鞋產銷商鴻國國
暫延公開發售。有基金經理認為，投行 際卻意外跑出。該股公開發售最終僅獲
可能要求管理層減招股價，但管理層不 19%覆蓋，但國際發售出現超購，最終
希望「賤賣」資產，而且H股較A股折讓 以下限2.3元定價，將如常於今天掛牌。
太多，對A股股東不公平，因此擱置上市 昨日其暗盤首45分鐘均無交易，持貨者
計劃。
「企硬」2.3元，但買家只肯以1.68元買
入。後來買盤意外增加，更高見2.45元。
三一重工管理層不願「賤賣」 該股最終微升0.1元或4.35%至2.4元，每
事實上，早前有傳三一可能減價20- 手賬面賺100元，成交量達324萬股。
中信証券(6030)則於昨日開始招股，首
30%招股。以三一重工A股昨日收市價
15.28元人民幣 (約18.64港元)計算，若H股 天僅錄得22萬元孖展額，對比其公開發
招股價降30%，相較A股便有最多達40% 售集資額7.56億元僅九牛一毛。昨日截孖
展的罕王(3788)認購反應亦相當冷清，孖
折讓。
有消息人士則指出，三一重工的死因 展額僅得30萬元，但有消息指，罕王招
在於缺乏投資者的支持。自9月5日三一 股前已獲機構投資者充分支持，公開發
開 始 接 觸 投 資 者 以 來 ， 港 股 跌 幅 達 售的反應對招股計劃的影響極微。

民間高利貸打擊內銀存款

分析人士指出，目前愈演愈烈的民
間融資甚至高利貸市場，是造成內地
銀行存款大量減少的主要原因。雖然
人民銀行幾次加息後，一年期存款利
率達3.5%，但8月的居民消費價格指
數同比上漲6.2%，實際利率仍為負
數，而民間融資月息達2-3分，幾乎是
同期一年期存款利率的10倍以上，導
致「現在銀行內部員工都已經將存款從銀行取
出，交給比較放心的擔保公司去放高利貸了」
。
報道又披露，不少銀行為了完成考核指標，正
展開攬儲競賽。多家銀行已經提前預定了9月最
後一天的存款規模，在正常利息之外，承諾給予
的返點回佣高達千分之三左右。在高額資金回報
的誘惑下，估計銀行存款缺口有望迅速收窄。

AEON信貸拓內地小額貸款

廠商會：經濟下行風險增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永青）面對歐
美經濟持續不景氣，香港中華廠商會會長
黃友嘉預料，未來香港經濟將處於內熱外
冷的格局，並指外圍環境的不明朗因素，
令本港經濟面臨的下行風險增大，估計香
港下半年經濟增長會放緩至5%以下，全
年增長率仍可達5.4%左右，明年則可能
減慢為4.5%至5%。

四
大
行
存
款
現
天
量
負
增
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據
《中國證券報》報道，內地銀行存款
出現罕見的「天量負增長」現象，9
月上半月工行、農行、中行、建行四
大國有商業銀行存款較8月末減少4200
億元（人民幣，下同），其中中行和
農行大幅減少約1800億元和1400億
元。有業內人士指，由於銀行重新使
出「高息攬儲」招數，估計月底時存
款缺口有望迅速收窄。
報道披露，由於存款顯著減少，部
分中小銀行日均存貸比已接近或超過
75%的監管紅線，不得不壓縮貸款規
模以求達標。四大行的數據也不樂
觀，9月上半月貸款增量僅870億元。
中行受到影響最大，期內新增貸款跌
至不到10億元，農行亦在100億元之
內。工行和建行貸款相對較多，分別
約500億元和300億元。

本身從事生產耳機的楊志雄表示，7月
份至今，市場整體生意不錯，但今年聖誕
節訂單情況好壞，還要等到下月中才知
悉，因為耳機等產品多數會以空運寄出，
可以等到較遲才落，但承認急單的利潤並
不吸引，總體而言，他相信，今年聖誕節
耳機市場的訂單數量與去年相若。

聖誕節訂單料持平
雖然出口市場表現呆滯，但中國市場，
特別是一些與國策相關的行業卻表現理
想，在內地從事環保業務的會董王樂得表
示，由於近年內地政府嚴格推行各項環保
要求，生產商必須符合有關要求才能繼續
營運，故接到很多生意，改造工廠以符合
各項規定。

宏橋擬在印尼建氧化鋁廠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廖毅然）
面對成本增加
及產能過剩問
題，鋁業股早
已千瘡百孔。
最近又有消息
指，印尼將於
2014年禁止未經
加工的鋁土礦
出口，令依賴印尼原材料的內地鋁行
業多加一個警號。中國宏橋(1378)行政
總裁張波（見圖）表示，集團正與力
拓商談合作，又擬在印尼建氧化鋁
廠，以應付可能面對的產能危機。

進口鋁土礦逾三成來自印尼
目前印尼鋁土礦儲量達2400萬噸，
資源量超過2億噸，中國是其中一個大
買家。今年1至7月中國進口鋁土礦
2447.36萬噸，同比上升44%，5月更達
450萬噸歷史高位。張波指出，內地有
超過三分之一的進口鋁土礦均來自印
尼，若印尼當真限制出口，全國將有
逾四分之一的產能受影響。據了解，
山東省的鋁土礦資源已基本用盡，對
進口鋁土礦的依賴最深。
宏橋三個生產基地均位於山東，無
疑是受影響較大的鋁商。張波表示，
集團已針對此事與力拓進行磋商，探

討合作協議，但仍屬初步階段，具體
情況未明，力拓的慣例是先找買家才
開礦，因此要早一至兩年進行談判。
他透露，談判過程艱難，因此集團正
派員四出考察，目標在非洲尋找可控
的鋁土礦，同時計劃在印尼就地興建
氧化鋁廠，首條生產線年產能為100萬
噸。

首條生產線年產能100萬噸
張波指出，集團的目標是自行生產
所有的氧化鋁，至少在印尼正式落實
限出口法規前，主要的原材料都能由
自營的鋁土礦及氧化鋁廠供應。事實
上，即使沒有印尼因素，集團亦一直
計劃進軍上游產業以提高毛利率。
作為內地第四大鋁產品製造商，宏
橋的毛利率更勝行業龍頭中國鋁業
(2600)，主要因宏橋向主要供應商高新
鋁電大量採購氧化鋁以換取價格折
扣，同時亦積極開發自營電廠減低電
力成本。現時集團擁有8個自營電廠項
目，裝機容量達1080兆瓦。
集團早前曾計劃發行3-5億美元票
據，但最終取消。張波稱，一直以來
計劃今明兩年各增兩個330兆瓦電廠項
目，發票據是為了提前實行計劃，但
海外市場形勢變壞而放棄。集團總裝
機容量將於明年增至2400兆瓦，自營
電比例最終增至7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璇）AEON信貸財務
(0900)於上半年錄得股東應佔純利1.33億元，同比
上升14.57%，每股基本盈利31.75仙，派中期息16
仙。期內，收入升1%至5.56億元，扣除減值準備
前之營運溢利升4%至3.02億元。
期內，經歷日本地震、歐洲債務危機以及美國
經濟減弱等影響，但本港經濟仍穩步復甦，儘管
現時本港通脹高企，尤其反映在租金方面，
AEON信貸財務董事總經理馮錦成相信，市民將
會提早消費，使個人消費開支得以改善。因此他
認為在高通脹下，有利於推高信用卡營業額。

擬天津深圳設小額公司
同時，公司積極拓展內地業務板塊，已於瀋陽
新設立小額貸款公司，涉及資本金5000萬元，其
中有一半的資本金可用作貸款，公司亦計劃於天
津和深圳新開小額貸款公司。公司現時資金充
足，但並不排除未來考慮發行人債。

太古擬拆地產明年初上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璇、梁悅琴）曾於2009
年計劃分拆旗下地產業務的太古公司(0019)昨日
發出通告指出，正重新考慮分拆太古地產在主板
上市。該公司發言人表示，現時尚未向港交所正
式申請把太古地產分拆上市，但期望於明年初農
曆新年前可以上市。集團一向都有策略把太古地
產獨立分拆上市，以便於未來再發展又需要資金
時，可於股票市場上集資，但現無資金壓力。

採介紹上市形式
通告中表示，是次上市安排將採取介紹上市形
式，由太古公司分派約17%的太古地產股份達
成，其中10%股份將分派給太古公司的公眾股
東，其餘股份將分派給太古公司的控股股東英國
太古集團有限公司及其全資附屬公司，並不涉及
發行新股上市的情況，即不會與波動的市場有瓜
葛。因此，發言人指出，縱然近期市況波動對其
上市計劃無影響。

匯豐擬售韓國11間分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永青）繼早前以2.06億
加元(約16.1億港元)出售旗下加拿大經紀業務後，
匯控(005)可能會再出售業務。據彭博通訊社報
道，匯控擬出售韓國的11間分行，但匯控發言人
拒對報道作出評論。報道指出，去年匯豐在韓國
的業務淨收入為293.5億韓元（約2.45億美元)。
匯控昨收報60.65元，跌3.57%。
早前，匯控相繼出售非核心業務，在北美市場
繼售出美國信用卡業務之後，近期再放售其加拿
大零售經紀業務。匯控是透過加拿大匯豐，向加
拿大國家銀行出售旗下加拿大零售經紀業務，作
價為現金2.06億加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