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策支持 國企股值博率高
港股上周無量乾升，

基礎顯示不牢，突破
21,000點即回，有殺熊
之嫌。至於各國推出的

寬鬆貨幣政策，要弄清主要是針對經濟增長乏
力，而非持續炒上的理由。 指周一的大陰線，
將之前三個交易日的漲幅完全吞沒，短線重回上
落整理。操作上宜維持謹慎，那些調整充分，且
受益國策的國企股值博率相對較高。

今次介紹的中化化肥（0297），主要從事化肥
的貿易和生產，是內地最大的農資經營企業，大
股東為中化香港及加拿大鉀肥，實力可謂雄厚。
集團去年營業額上升25.3%，淨利潤同比增長
26.6%。

目前，在集團經營的鉀肥、氮肥、燐肥及複合
肥等四個化肥品種中，鉀肥的整體毛利水平穩中
有升，氮肥的價格仍保持較高水平，而燐肥由於
受到國際國內價格倒掛的影響，導致整體盈利水
平有所下降。

在集團的貿易與生產兩大業務領域中，貿易業
務在營業收入中的比重較大，為接近80%水平，
因而集團的龐大農資經銷網絡是其優勢。值得一
提的是，其化肥生產業務盈利去年大幅上漲4.2
倍，顯示集團正向生產和貿易並重的方向發展，
產業鏈得以擴展，有助其穩定增長

扶農仍為「十二五」重點之一
集團繼續加強內地的分銷網絡布局優化，在廣

西、西南等空白農業縣區建設分銷網點12家，同
時對分銷網點的市場覆蓋和布局合理性也進行了
進一步加強，截至去年底，集團的分銷網點總數
達到2110家，而分銷網絡共計實現化肥銷量1040
萬噸。再從宏觀政策面看，扶農仍是「十二五」
政策的重點之一，而今年一號文件對農業的全力
支持，也有利於化肥的整體需求，因而預計集團
今年的盈利也將保持較高增長。

從走勢上看，該股近兩個月回落約三成，調整
較為充分，現價距歷史低位1.63元已經不遠，且
近日在低位有放量跡象，疑似有心人開始收集，
建議投資者可以多加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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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匯去年12月22日宣佈以5.884億港元向信和置業收購將軍澳海悅豪園購物商場，再次拓展於將軍澳的收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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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息持續性不宜忽視

十大表現最佳及最差基金
最佳基金

基金類別 一年回報 (%)

菲律賓股票基金 20.84

新加坡及馬來西亞股票基金 12.63

泰國股票基金 8.03

日本小型企業基金 6.38

英國小型企業基金 5.92

其他債券基金 5.38

美元債券基金 5.35

英鎊債券基金 4.34

新興市場及高收益債券基金 3.75

亞太（日本除外）債券基金 3.57

最差基金

基金類別 一年回報 (%)

中及東歐股票基金 -25.97

印度股票基金 -22.51

歐洲單一國家股票基金 -21.13

天然資源及能源基金 -20.67

歐洲(英國除外)股票基金 -19.61

中國股票基金 -18.04

德國股票基金 -16.56

大中華股票基金 -15.44

香港股票基金 -14.58

韓國股票基金 -14.50

數據截至2012年4月13日(以美元計算)

資料來源：香港投資基金公會/

Morningstar Asia Ltd.

買賣外匯為資產增值

Citibank 環球個人銀行服務

財富管理業務總監 李貴莊

問：美元弱勢持續，影響

港元資產表現，如何令資產

保值及有所增長？

答：雖然美國經濟自金融海嘯後已見改善，但
復甦步伐仍屬緩慢，美元弱勢持續。由於港元與
美元掛 ，所以港元亦跟隨貶值。而香港人的資
產普遍包括現金、存款、股票及物業等投資，有
機會過分集中於以港元投資，因此資產價值亦有
可能會因美元的表現而有所影響。

譬如近年來，大家購買入口貨品時會覺得愈來
愈貴，又或是當出外旅遊時，會覺得港元兌外幣
的價值有所下降。要令自己所持有的資金保持穩
定價值之餘，又可以減低港元被美元拖累而貶值
的風險，投資外幣是一個可以考慮的途徑。把部
分持有的港元購買美元以外之貨幣，例如澳元、
紐元、人民幣等，可以避免直接持有港元而承受
資產貶值的壓力，為自己的財富增值。得到較好
的回報之餘，甚至可分散資產的分佈比例，從而
減低潛在的風險。
問：如果想為資產增值，但又只能承受較低風

險，有甚麼可以選擇？

現金投資流通性風險較低
答：每項投資都有風險，普遍來說，現金投資

的流通性風險較低。如果想為現金資產增值，可
以考慮外幣相關投資。投資者其實可以考慮選擇
把部分港元資產兌換成與商品相關的貨幣，再開
立外幣定期存款，以獲取比一般港元存款較高的
利率。

部分外幣定存年利率較高
外幣投資有兩大優點：一、在買賣外幣時，有

機會賺取外幣的升幅差額；二、某些外幣的定存
年利率會較港幣為高，以澳元為例，部分銀行1
個月的定存年利率高達7.2%，利息回報相當吸
引。當然如果可承受較高風險時，便可考慮外幣
掛 存款，享有更高的潛在利息及外幣增值回
報。但要注意，外幣投資會受匯率波動影響而產
生獲利機會及風險，亦可能導致本金的損失。

現時本港有一間銀行提供一星期七天24小時的
外幣現貨即買即賣服務。客戶一般可以透過三種
途徑，包括網上理財、電話理財，以及利用手機
登入有關銀行網站享用流動理財服務，隨時隨地
進行外匯交易，捕捉投資機遇。

生
財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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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開戶享首3月0.1%佣金優惠
本港證券業務競爭持續激烈，繼
此前有個別證券商以低至「免佣
金」搶客，連銀行最近亦加入戰
圈。 生(0011)表示，即日起至6

月底開立證券賬戶，可享首3個月
買賣港股及人民幣計價產品0.1%佣金優

惠。
除佣金優惠外，如全新優越或優進理財客戶所

開立的證券戶口，首3個月內累積3次交易或總交
易額達30萬元，更可獲1厘的港元及人民幣儲蓄
存款年利率。

「發薪服務」享抽獎及簽卡免找數優惠
中銀香港宣佈推出「發薪服務」
推廣優惠，為個人客戶提供一
站式的財務管理方案。由即日
起至2012年6月30日，選用中銀

香港「發薪服務」的客戶可參加
「100% 月薪大抽獎」，有機會獲享高達港幣
50,000元中銀信用卡免找數簽賬額。

此外，客戶凡登記「發薪服務」並同時申請
指定中銀信用卡及「直接付款授權指示服
務」，可享高達港幣600元中銀信用卡免找數簽
賬額。

消費得「喜」

美聯觀點

亂世賺高息 REIT逾6%贏晒

香港是一個機會處處，擁有自由經濟體系的商業城市。
不論是稅制、交通網絡、科技及地理位置等等也有 良好
的優勢。在經濟穩定的情況下，只要你有能力，願意去改
變自己和付出，相信找一份能過活的工作應該不太困難。
一般香港人的每月開支分配會隨 年齡、家庭崗位、嗜好
及習慣而改變！

例如80、90後的年輕人家庭經濟負擔相對較輕，消費力
自然強，所以有關娛樂消費的支出佔每月較大開支。至於
年輕已婚有小孩一族，花在子女教育、興趣的發展及家庭
生活上的開支便佔了絕大部分。而大部分到了或步入中年
的一群，就較多願意為自己的退休生活作出安排及儲蓄。

心境愉快及培養運動習慣
在努力工作的背後，付出百分百的勞力來換取生活及財

富，往往忽略了健康的重要性。其實我們自己是健康身體
的唯一投資者，超時工作缺乏休息，不良飲食習慣缺乏運
動，工作及生活壓力等等問題，會將身體的機能提早損
耗，造成傷害，提高了患長期病及癌症的風險。這時就算

你已擁有可觀的財富，也只能無奈地花費在住院、手術
費、藥物等昂貴開支上，對於心理和財政帶來無法計算的
負面影響。所以無論生活及工作環境如何改變，我們都必
須保持心境愉快及從小培養愛做運動的習慣，長線經營良
好的體格！

投資前先了解市況及風險
在財富儲蓄方面，無論從投資或工作帶來的增值，我們

也要清楚及了解自己能承受的風險及壓力。過往也發生過
很多悲劇，是因為不能承受風險及壓力而走上自殺之路。
其實培養自己有長線投資（投資年期為15年或以上）的習
慣，在任何投資前先了解市況及風險，將投資項目多元化
分散及定期檢討成果，再加上經驗的累積，一個平均每年
有7%-9%回報的財富儲蓄計劃是可行的！

其實無論財富和健康都需要我們用心地長線投資才能取
得豐盛回報。有健康的身體，擁有充裕的財富再加上開朗
心情的退休生活是多麼美滿呢！祝各位讀者早日達成心中
所想！ ■美聯金融集團副總裁 余淑穎

財富與健康需要長線投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遠威）環球股市動

盪，市場前景未明朗，連多位「股神」都損

手，想穩陣的退休人士及小投資者在此亂世

下，難道要將錢藏在床底下的鐵盒裡？有資

產管理公司建議，投資者為避免外國業務比

重較高及部分周期性股份，應轉投穩定性較

高的高息股。據本報翻查資料，以本地高息

股而言，房地產信託基金（REIT）的回報相

對較高及穩定，普遍都有逾6%的回報，跑

贏通脹有餘。

貝萊德資產管理基本股票部環球投資總監
Quintin Price昨日表示，現時全球人均壽命較

長，加上歐債危機困擾、美國經濟疲弱及經濟增長
放緩等因素，投資國債並不足以跑贏通脹，故建議
退休人士將部分資產投放於高回報的股票，以應付
退休後的生活開銷。

環球經濟低增長 高回報何處尋
Quintin Price預期，未來十年的投資市場將受平均

年齡增長的因素影響，預料2050年全球的退休人口
將由2010年的約7.37億人增長至20億，亞洲的退休人
口將佔當中超過一半，主要由於現代人較長壽。統
計顯示，香港人的退休生活平均年期，由上半世紀
的2年延長至現時的17年，因而需要更多的儲備以保
障退休生活。

另外，環球經濟增長預期未來3至8年都會維持較
低水平，美國國債收益率有明顯下降趨勢，現時美
國國庫債孳息率低於2厘，通脹亦有上升壓力，投資
回報有限。

壽命變長 退休人士賺息更要穩陣
Quintin Price指出，亞洲股票市場的回報率每年可

達5%，當中一些收益率高、派息好的穩定增長股
份，長遠而言更為適合退休人士。

至於港股當中有哪些高息股較「穩陣」？市場普
遍青睞公用股、REIT基金、電訊股及ETF，其中
REIT基金的收益率相對較高，例如泓富產業信託

（0808）的收益率就達7.14%、陽光房地產基金
（0435）亦有7.04%，越秀房產（0405）、冠君產業
（2778）、置富產業（0778)及富豪產業（1881)亦高於
6%，跑贏通脹；而公用股中，電能（0006）的收益
率有4.06%，其次中電（0002）亦有3.8%；至於電盈

（0008）及和電（0215）則有5.62%及4.65%。
此外，收租股太古A（0019）收益率亦達7.35%。

不過，太古A受惠上年的一次性分拆物業，性質與
REIT不同，股價波幅比REIT大。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馬子豪) 選擇高息股，首要條件當為
息率要夠高，證券界人士則提醒，投資者亦要注意息率的具
可持續性，如留意公司將來業務、盈利增長及現金流等表
現。

某大型銀行財富管理投資主管表示，投資者容易只注重
每年股息率，以為就此便可以「坐定定」收息。其實高息
股並不與穩健掛 ，比如公司短期內需動用龐大資本開
支，如進行併購活動，其股息率亦有可能受損。一旦投資
失利，業務轉差，未來勢大幅削減派息之餘，股價亦會下
瀉，屆時投資者可謂雙失。

宜選對經濟周期敏感度較低股
其次，質優的高息股往往受到市場熱捧，或會因此導致

估值過高，屆時股價回落，或會導致賺息蝕價。故理想的
高息股，其業務宜對經濟周期的敏感度較低，即使大市氣
氛轉差，股價亦會相對硬淨。

各類高息股收益率
類別 股份 收益率(%)

公用股 電能實業(0006) 4.06

中電(0002) 3.80

港鐵(0066) 2.81

中華煤氣(0003) 2.63

房地產信託 泓富產業信託(0808) 7.14

陽光房地產基金(0435) 7.04

越秀房產信託基金(0405) 6.73

冠君產業信託(2778) 6.46

置富產業信託(0778) 6.32

富豪產業信託(1881) 6.12

匯賢產業信託(87001) 3.82

領匯房產基金(0823) 3.56

電訊股 電訊盈科(0008) 5.62

和記電訊(0215) 4.65

中國移動(0094) 3.90

香港電訊信託(6823) 0.56

銀行股 生銀行(0011) 5.00

匯豐控股(0005) 4.64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遠威

■貝萊德資產

管理基本股票

部環球投資總

監Quintin Price

看好高息股。

香港文匯報

記者陳遠威 攝

■涉及民生的電力股一向對經濟周期的敏感度較低。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