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葉氏化工：明年銷售目標逾百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遠威）葉氏化工

（0408）表示，按目前產能擴展進度，預期
2013年前其年銷售額能達至逾100億港元的
中期目標，盈利料會回復至合理水平。而
其營業額平均每年有15%至20%增長，上年
度的營業額為83億元，當中內地市場佔比
高於90%，業務與內需掛 。

力改善盈利能力
執行董事及財務總監何世豪（見圖）昨

日表示，集團總產值可望於2015年前達200
億元，2020年前銷售額將倍增至200億元，
並會改善現時較低的盈利能力。他指出盈
利下滑是由於去年原材料價格波幅大，加
上擴建工程及改善分銷網絡的成本開支屬
長期投資，未能有即時回報所導致。

該公司主要生產工業用有機溶劑、塗料
生產及銷售和潤滑油業務。他指出溶劑佔
營業額61%，由於上年受原材料丁醇價格
下跌拖累，市場上產品價格需與原材料價
格掛 ，而造成貴買平賣的現象，上年丁

醇價格於一個月
內下跌約20%至
30%，導致溶劑
業務受影響。另
外，生產塗料的
原材料太白粉的
價格於上年有所
上升，3至6個月
期間由每公斤16
元增加至約22元，而塗料產品價格不能夠
即時反映這因素，影響毛利。

增內地採購原料佔比
何世豪表示，為避免受原材料價格波動

影響，其公司將會盡量於內地採購溶劑的
原材料，丁醇於內地的採購將會由現時的
約10%增長至約20%；公司亦會擴大規模，
以提升議價能力。另外，塗料的原材料去
年有90%以上是在內地採購，內地的價格
波幅較少，今後會優化供應商以降低成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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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金 動 態

港交所山東簽合作 助魯企港上市

非金融機構發人債
需報發改委核准

最大黃金消費市場 中國年內勢超印度

港首季輸內地黃金增5.9倍

綠城上月銷售按年增9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江宏、實習記者 子央 山東報道）港交
所與山東省金融辦昨日在濟南簽署戰略合作備忘錄，並聯合舉辦
山東企業香港上市融資推介會。

根據備忘錄，雙方將在支持推動山東省內企業赴港上市、課題
研究、信息互換等方面展開戰略合作，為魯企赴港上市開闢綠色
通道。山東省金融辦主任李永健表示，自1993年青島啤酒在港成
功上市以來，已累計有37家魯企登陸香港資本市場，佔山東境外
上市企業數量的42%，融資額佔山東境外募集資金總額的82%。
山東方面將繼續鼓勵省內企業赴港上市融資。此前，山東已分別
與新加坡、德國、韓國、日本等證券交易所簽訂戰略合作協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建強）多家內房企接力公布4月份售樓
成績。備受資金困擾的綠城中國(3900)，4月銷售36.7億元(人民
幣，下同)，環比3月增加17.6%，同比去年亦增加93%，創今年單
月新高，截至4月底，公司累計銷售金額98億元，完成全年400億
元目標約25%。

龍湖地產(0960)4月簽約金額則約30.4億元，較3月輕微下跌，今
年累售金額則約95.7億元，完成全年390億元目標亦約25%。公司
指，自今年2月以來，集團主力推售剛需自住為主的中小戶型單
位，使銷售額連續3個月保持穩定。

碧桂園「五一」認購額15.7億
全年銷售目標430億元的碧桂園(2007)，今年首4個月累計銷售

金額約91億元，較去年同比下跌24%，完成全年目標21%。另
外，公司指，於4月29日至5月1日「五一」小長假期間，集團共
實現認購金額約15.7億元。

建業地產(0832)4月合同銷售金額環比下跌約40%至5.95億元，
截至4月底，累售金額則錄30.4億元，同比去年則升32.6%，完成
全年銷售目標34%。

另外，中駿置業(1966)公佈，4月合同銷售金額3.63億元，環比
上漲16%，亦創今年單月新高，今年累售金額則約9.64億元，同
比去年大幅減少54.7%。

航天投資入股中飛租賃8.05%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中國飛機租賃集團昨日宣布，

引進航天投資作為戰略投資者，以加快企業的發展，後者將通過
全資子公司購入中國飛機租賃8.05%的股權。集團已制定積極的
發展戰略，計劃在未來3年內實現快速增長，將其機隊數目擴增
至100架。

雅居樂6.96億購重慶商住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建強）雅居樂(3383)公佈，公司通過掛

牌方式，以6.96億元(人民幣，下同)購得重慶市大渡口區一幅住宅
及商業用地之土地使用權，地皮總佔地面積約119,287平米，總建
築面積約348,171平米，樓面地價約每平米1,999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卓建安）香港政府統計處的資料顯示，今年3月份香港出口及轉

口內地的黃金數量為62,907千克，較2月份大幅上升59%。總結今年第一季，香港出口

及轉口內地的黃金數量為135,519千克，較去年同期更飆升5.9倍。有關數據顯示今年中

國有可能取代印度成為世界最大的黃金消費市場。

據統計，去年印度黃金總需求量為933.4噸，
而中國為769.8噸。近年來隨 中國人收入

水平不斷增加，以及政府實施的房地產調控政
策，壓抑了中國人買樓行為，轉而購買黃金，中
國黃金需求量大增。據世界黃金協會預測，今年
中國有望成為世界最大的黃金消費市場。

專家：華實際負利率增需求
澳新銀行高級大宗商品策略師Nick Trevethan向

彭博通訊社表示，基於目前的數據，預計今年中
國對黃金的需求又將是非常旺盛的。雖然這主要

與價格有關，但目前中國實際的負利率會讓黃金
需求保持旺盛。

另外，據路透社報道，今年印度的黃金進口量
有可能在珠寶商需求的推動下保持增長，而之前
印度政府已經決定撤銷3月份對珠寶行業實施的特
種消費行為稅，但政府並未撤銷上調黃金進口稅
率一倍至4%的決定。

印度順民意撤「買金稅」
印度財政部長慕克吉表示，政府將撤銷3月17日

生效的對所有珠寶實施的特種消費行為稅。孟買

黃金協會會長Prithviraj Kothari表示，之前在場邊
觀望的黃金交易商將重返市場，珠寶需求在未來
幾周將會改善。

香港文匯報訊 隨 越來越多的內地機構來港發行人民幣債
券(俗稱「點心債」)，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昨日發布通知指
出，境內非金融機構赴港發行人民幣債券時，需報國家發改
委核准，且規定所募集資金投向應主要用於固定資產投資項
目。

刊登在國家發改委網站的通知指出，中央管理企業可直接
向國家發改委提出申請；地方企業向註冊所在地省級發改委
提出申請，經省級發展改革委審核後報國家發改委。

通知並規定，境內非金融機構自核准之日起60個工作日內
須開始啟動實質性發債工作，核准文件有效期一年，有效期
內須完成債券發行。此外，境內非金融機構境外分支機構在
港發行人民幣債券由境內機構提供擔保的，境內非金融機構
應在其分支機構人民幣債券發行前20個工作日內，將發債規
模、期限及募集資金用途等材料向國家發改委備案。

目前在港市場發行人民幣債券的主體包括國家財政部、企
業、境內外金融機構、以及國際組織等。2011年10月，國家
發改委批准寶鋼集團赴港發行65億元人民幣債券，為境內企
業首次獲批直接在港發行人民幣債券。

■今年首季，香港出口及轉口內地的黃金135,519

千克，較去年同期飆升5.9倍。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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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　強金匯動向
英皇金融集團總裁

黃美斯
金匯出擊

澳元上周受制於1.0470美元附近阻力後，其
走勢已持續趨於偏弱，在先後跌穿1.0300及
1.0200美元水平後，更一度於本周初反覆下滑
至1.0110美元附近的4個多月來低位。受到希
臘政局不明朗影響，市場已較為擔憂希臘是否
會繼續遵守早前為得到歐盟以及國際貨幣基金
會的救助而同意執行的節約計劃，因此當投資
者的避險情緒依然是頗為高漲之際，高風險資
產以及商品貨幣暫時仍會遭遇到頗強的沽售壓
力，故此預期澳元將會續有反覆下調空間。

另一方面，澳洲的貿易逆差從2月份的7.54
億澳元顯著擴大至3月份的15.87億澳元後，該
情況亦將對澳元匯價的表現構成負面影響，再
加上澳洲已傾向在2012至2013財政年度作出有
盈餘的財政預算，因此受到澳洲將會作出削減
其財政支出行動的情況下，不排除澳洲往後的
經濟將會略為放緩，並且增加了澳洲央行在下
半年進一步降息的機會。此外，市場近期除了
是憂慮歐元區國家在早前所達成的削赤計劃將
可能會出現變化之外，澳紐等貨幣現時亦已是
受到降息陰影所籠罩，所以當市場氣氛還依然
是不利商品貨幣表現的情況下，預料澳元將反
覆走低至1.0030美元水平。

美元偏強 短期金價看淡
周一紐約商品期貨交易所6月期金收報

1,639.10美元，較上日下跌6.10美元。6月期金
本周初受制於1,644美元水平後，已一度於本
周二反覆下滑至1,625.20美元水平。受到美元
走勢偏強的影響下，預料現貨金價將反覆走低
至1,610美元水平。

逆差擴大不利■
■澳元料續低走 法國與希臘政治選舉引發了投資者

對歐元區未來的擔憂，甚至可能令新
一輪歐債危機捲土重來，全球股市及
風險資產均見承壓，歐元兌美元一度
下挫至1.2955。法國方面，社會黨領導
人奧朗德擊敗薩科齊成為新一屆總統
令法國政局塵埃落定。儘管反對歐盟
公約以及財政緊縮的奧朗德當選再次
點燃歐債擔憂，但市場對奧朗德的當
選早有預料，且奧朗德政策與歐盟完
全背道而馳的可能性較低，因此這次
法國選舉結果對市場的衝擊亦為有
限。希臘方面，在大選之後，希臘的
政治不確定期間將更加延長。希臘兩
大支持財政緊縮的政黨未能在國會中
取得組建聯合政府的多數議席，對緊
縮政策極度不滿的希臘選民轉向其它
小黨，保守派領袖薩瑪拉斯、社會黨
領袖維維尼澤洛斯的新民主黨和泛希
臘社會運動黨(Pasok)在大選中遭到嚴重

挫敗，兩黨得票率僅有約32%，在300
個國會議席中拿到150席，不可能組建
聯合政府。在多數希臘選民投票給反
撙節的政黨後，希臘股市創下3年半來
最深跌幅。短期內，若希臘無法及時
組成聯合政府，相關債務以及退出歐
元區的擔憂情緒料將再次升溫，這也
是未來歐元面臨的較大利空因素。

歐元1.295成重要支撐位
歐元兌美元方面，在過去兩個月平穩

上落於1.2950至1.35之間，故兩邊未有
破位前，將以上落格局視之，直至在破
位後才得以確立最終走向。由於目前歐
元再回落至1.32下方，或見再回探下
底，倘若跌破1.2950，延伸之技術幅度
可至1.24水平；至於短期較近下試水準
可先試1.2880及1.2840。上方則關注下
降趨向線阻力1.3270，其後則為上月阻
力1.34關口。即市較近阻力則參考

1.3080及1.3180水平。
美元兌瑞郎方面，近月波動幅度逐步

收窄，2月24日在0.8927止步回升，3月
15日則觸高至0.9334，至三月底則見多
日穩守住0.90關口，繼而踏入四月份明
顯 走 高 脫 離 低 位 ， 4 月 1 6 日 高 見
0.9251。整體尚為待變局面，但亦同時
正醞釀 突破行情。上方重要阻力在
100天平均線0.9210，此區亦為延伸自1
月份之下降趨向線位置，估計能成功破
位，將可延伸漲幅至0.9340水平，為黃
金比率61.8%之反彈位置，亦正好是接
近於3月份高位，進一步將可看至0.95
水平。另一方面，向下會以0.90關口為
關鍵支撐，破位延伸下跌可望先探
0.8920，進一步則為250天平均線
0.8830。而去年10月觸及低位0.8566，
將為中期的一個重要目標。
建議策略：1.3080賣出歐元，1.3180

止損，目標 1.2950及1.2850。

外圍經濟弱 韓基金宜觀望
據基金經理表示，雖然三星電子、現代汽車等龍頭企業第一

季淨利分別有近100%和30%增長至5.05萬億韓圜以及2.45萬億
韓圜的佳績，但OCI以及全球第三大鋼鐵企業Posco期間盈利卻
錄得75%及42%下滑，大盤股第一季業績喜憂參半，使得市場
更關注外圍經濟數據對韓企的影響。

由於上月歐美外資在意、西國債收益飆高下，減持5,957億韓
圜的韓股，而眼下的美國就業數據令人失望，4月份歐元區私
營商業活動錄得去年10月以來最大的減速，皆為以出口為主導
的韓企抹上不明朗的陰影，使得短期股價受壓之餘，有關持股
基金也難望有表現。

以佔今年來榜首的JF韓國基金為例，主要是透過投資於韓國
證交所或店頭市場的公司股票管理組合，以達致長期資本增值
的目標。

基金在2009、2010和2011年表現分別為70.27%、32.41%及-
21.35%。基金平均市盈率和標準差為7.01倍及30.1%。資產百
分比為99.51% 股票、0.41% 其他和0.07% 現金。

資產行業比重為23.06% 工業、15.04% 金融服務、11.65% 基
本物料、7.59% 科技、6.7% 周期性消費及0.14% 能源。基金三
大資產比重股票為8.69% KB金融集團、6.63% 現代重工業株式
會社及5.59% 三星電子 GDR。

儘管韓國經濟在公共開支和雄厚的工業產值推動下，上季
0.9%增長率比前一季的0.3%增長有明顯進步，但仔細細看上季
的環比變化，強勢的一月經濟過後，二、三月的增長就逐步趨
緩，情況就會變得有點黯淡。

刺激本地消費效果待觀察
雖然決策當局原本試圖以刺激本地消費，來彌補出口經濟有

可能下滑的決口，但上季私人開支僅有1%的增長，即使上月
2.5%通脹率是近21個月的最低水準，但如何平穩物價讓新的居
民購買力注入經濟，實現當局今年預期的3.1%和3.7%的私人開
支及GDP增長，還得邊走邊看。

歐市場不穩 歐元弱勢未除

雖然韓國股市大盤KOSPI本

月初一度來到1,999.07點的4月

19日以來收盤新高，三星電子

連續第4個交易日創下歷史收盤

新高外，多晶硅製造商OCI更出

現單日大漲9.11%，來到3月27

日以來收盤新高；然而不佳的

歐美經濟數據，使得眼下大盤

未有明顯突破2,000點動能前，

韓股基金暫宜觀望。

■梁亨

金匯錦囊
澳元：澳元將反覆走低至1.0030美元水平。

金價：現貨金價將反覆走低至1,610美元水平。

韓國基金回報表現
基金 今年以來 近一年
JF韓國基金 15.90% -17.08%
鄧普頓韓國基金A  ACC  $ 14.59% -24.41%
施羅德韓國股票基金A  ACC 10.62% -17.90%
東方匯理韓國基金 AU C高 9.66% -16.67%
霸菱韓國基金 9.50% -14.82%
匯豐韓國股票基金 AD 9.14% -21.42%
德盛韓國基金 A Dist 8.95% -16.88%

投資投資
攻 略

2012年2011年

1.07

1.04

1.0110天線
20天線

5月8日19:35
報價：1.0141美元

50天線

4321 1211 5月

美元
澳元兌美元

5月9日重要經濟數據公布
06:45 新西蘭 4月電子卡零售銷售月率。前

值:0.3%
4月電子卡零售銷售年率。前
值:5.0%

07:01 英國 4月BRC零售銷售年率。預
測:0.5%。前值:1.3%

07:50 日本 4月外匯儲備。前值:12,887.0
億

13:00 3月領先指標。前值:2.1
3月同時指標。前值:1.0

14:00 德國 3月貿易平衡。預測:135億盈
餘。前值:136億盈餘
3月進口月率。預測:0.5%。前
值:3.9%
3月出口月率。預測:-0.8%。
前值:1.6%

14:45 法國 3月貿易平衡。預測:57億赤
字。前值:64億赤字

19:00 美國 抵押貸款指數(5月4日當周)。
前值:698.2
抵 押 再 融 資 指 數 。 前
值:3,687.7

22:00 3月批發庫存。預測:0.6%。前
值:0.9%
3月批發銷售。預測:0.7%。前
值: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