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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整固 基建股續受捧

迎iPhone5 Note2  本地通話無限分鐘

PCCW 20G數據量238元

本 內容：文匯財經 投資理財 地產新聞 文匯馬經 戲曲 綠野遊蹤 電視表
漲跌（點）漲跌%

香港恆生指數 19827.17 +25.01 +0.13 

滬深300指數 2326.67 +9.49 +0.41 

上海A股指數 2235.76 +7.45 +0.33 

上海B股指數 224.61 +1.11 +0.50 

上證綜合指數 2134.89 +7.13 +0.34 

深圳A股指數 941.60 +8.69 +0.93 

漲跌（點）漲跌%

深圳B股指數 581.00 -1.71 -0.29 

深證成份指數 8769.54 +60.47 +0.69 

東京日經225指數 8869.37 -2.28 -0.03 

台灣加權平均指數 7482.74 +57.83 +0.78 

首爾綜合指數 1924.70 -4.88 -0.25 

新加坡海峽時報指數3008.72 -2.98 -0.10 

漲跌（點）漲跌%

悉尼普通股指數 4357.96 +9.21 +0.21 

新西蘭NZ50 3726.90 +4.72 +0.13 

雅加達綜合指數 4160.66 +16.98 +0.41 

吉隆坡綜合指數 1621.04 -3.51 -0.22 

曼谷證交所指數 1250.93 +4.83 +0.39 

馬尼拉綜合指數 5190.81 -10.51 -0.20 

漲跌（點）漲跌%

歐美股市(截至21:41)

美國道瓊斯指數 13280.90 -25.74 -0.19 

納斯達克指數 3129.90 -6.52 -0.21 

倫敦富時100指數 5796.04 +1.24 +0.02 

德國DAX指數 7215.60 +1.10 +0.02 

法國CAC40指數 3509.21 -9.84 -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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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卓建安）內地接連出招
刺激經濟，繼上周發改委對逾萬億元人民幣投資
額的基建項目審批之後，為刺激消費，內地又擴
大對節能產品的財政補貼範圍，財政部將增加補
貼140億元人民幣，預計可拉動消費1,556億元人
民幣。受消息刺激，生產空調的志高控股（0449）
昨股價表現較佳，收升5.29%至0.179元。

涉6類產品 增補貼140億
經國務院批准，國家財政部、發改委、工信

部決定將台式計算機（港稱電腦）、高效節能單
元式空調、風機、水泵、壓縮機、變壓器6類產
品納入新的財政補貼範圍，為此財政部將增加
補貼140億元人民幣，預計可拉動消費1,556億元
人民幣。不過，有關措施涉及香港上市公司的
數量不多，受惠股份有限，其中生產空調的志
高控股昨收升5.29%，表現最佳。

料可拉動消費1556億元
繼今年6月中國 動高效節能平板電視等5類節

能家電推廣財政補貼政策後，此次國家有關部門
再將上述6類產品納入財政補貼範圍。財政部負
責人表示，新一輪擴大節能產品推廣政策執行期
暫定為一年，力爭將高效節能產品市場份額提高
到40%以上，實現年節電約313億千瓦時。

財政部負責人表示，此次納入財政補貼的6類
產品中，其中台式計算機和高效節能單元式空調
兩類產品屬於消費品領域，將繼續採用節能家電
推廣模式，近期將印發推廣實施細則、公告推廣
目錄等，盡快 動推廣工作；風機、水泵、壓縮
機和變壓器4類產品則屬工業領域，將鼓勵企業
加快淘汰落後設備，引導新上項目使用高效節能
產品，並會對耗能大戶提出強制性的節能要求。

據悉，目前中國台式計算機保有量達1.3億
台，年耗電312億度；單元式空調年耗電3,500億
度。去年中國工業領域風機、泵、壓縮機、變

壓器4類產品的用電量佔全社會用電量的40%以上，但系統
運行效率比發達國家平均水平低20%以上。

聯想志高海信科龍受惠
就香港上市公司來講，受惠上述6類產品補貼政策的不

多。其中有生產台式電腦的聯想集團（0992）將會得益，
但相信得益有限。聯想由於上周公佈收購巴西電腦及電子
產品製造及經銷商，股價已偷步炒上，昨日其股價反而獲
利回吐，收市跌2.16%至6.34元。

所謂單元式空調主要為家用空調，包括分體式壁掛空
調、櫃式空調和一體式窗式空調。受惠高效節能單元式空
調補貼政策的上市公司包括志高控股和海信科龍（0921），
其中志高昨日股價表現不錯，而海信科龍昨日收市則跌
1.4%至1.41元。

至於涉及風機、水泵、壓縮機和變壓器4類產品的香港
上市公司也很少，其中東北電氣（0042）有變壓器業務，
重慶機電（2722）旗下有重慶水泵廠，但所佔業務比重不
大。昨日東北電氣收市升1.7%至0.6元，重慶機電則報0.99
元，無升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遠威）蘋果

iPhone 5、三星銀河Note2等智能手機快將

殺到，香港電訊（6823）旗下PCCW mobile

出擊，宣布於今日推出20GB流動數據用量

服務計劃，所有數據服務計劃劃一提供無限

本地通話分鐘。另外，本港多家電訊商，包

括PCCW mobile、中移動香港、3香港、

1010及one2free等，宣布與港鐵（0066）達

成協議在港鐵全線鋪設4G LTE網絡。

中 移動香港宣布與港鐵達成協議於月內在地鐵
內鋪設4G LTE網絡。香港移動通訊（CSL）

旗下1010及one2free已與港鐵達成協議提供4G服
務，並指有關協議是各家營運商共同與港鐵商議後
所達成的成果。和記電訊旗下的3香港稍後在港鐵
沿線提供4G服務。數碼通（0315）仍與港鐵就有關
協議進行洽談。

自由約299元可同時用4G
PCCW mobile昨日表示，20GB數據用量服務月費為

238元，客戶須攜號轉台及簽約24個月，方可使用有
關優惠，另亦提供自由約服務計劃，月費為299元。
所有數據服務計劃可同時使用4G LTE及3G網絡。其
4G網絡現提供2,600兆赫及1,800兆赫雙頻LTE網絡，
而客戶於上台時可同時取得體積較小的Nano Sim卡一
張，有傳新一代蘋果手機亦將會使用這種制式。

該公司無線業務市場營銷總裁林國誠表示，此優
惠是因應市場需求而增加20GB用量不限速服務計
劃，而亦可按客戶要求隨時增加額外200MB或1GB

數據用量，按次服務收費分別為40元及90元。
此外，無線網絡工程高級副總裁孫兆文表示，公

司提供4G LTE雙頻網絡，雖然2,600兆赫網絡質素
較好，最高速度可達100Mpbs，但港鐵未有2,600兆
赫的天線設備，公司將會於港鐵內提供1,800兆赫的
網絡覆蓋，有關服務於本月內開始提供，並預計2
至3個月內可完成全線網絡覆蓋。1,800兆赫網絡速
度介乎33Mbps至66Mbps。

在港鐵全線鋪設4G網絡
林國誠補充，與港鐵簽訂的1,800兆赫網絡鋪設協

議，只需於現有設備上安裝天線，但項目作價則不
便透露；而2,600兆赫網絡由於要重新安裝基礎設
備，耗時及工程難度較高，公司會按使用情況再向
港鐵爭取；公司正向港鐵爭取於南港島線項目內鋪
設2,600兆赫網絡基站。

PCCW mobile原有10GB及5GB服務計劃收費不
變，除新增20GB用量服務外，亦提供1GB及2.5GB
流動數據用量服務計劃，月費分別為119元及149
元。公司推出VoIP應用程式「傾King」，讓客戶於
Wi-Fi網絡下，無論本地或海外，免費致電本地號碼
及接聽任何來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內地8月份出口
數據遜預期， 指高開後曾一度倒跌，全日收報
19,827點，升25點，繼續守 20天線之上，成交
589億元，但當中包括了建行（0939）配股上板的成
交，該股昨日成交高達92億元。建行大成交下還
發生錯盤交易，涉資達3億元。交易分析員表示，
若上證持續企穩，港股短期有望上試20,300點。

A股料好轉 指上試20300
即月期指收報19,821點，低水6點。國指收報

9,393.6點，跌34.6點。群益證券（香港）高級營
業經埋梁永祥表示，歐央行同意無上限購買短期
歐債，內地也公布加快基建項目的上馬，中國和
歐洲一同「放水」，好消息帶動港股短線可上試
20,300點，若成功破關，更有望上試20,800點。

耀才證券市務總監郭思治亦表示，上海A股經
上周五急升後，已初步升越2,100點阻力，只要穩
守此水平，上證可進一步上試2,177點，一旦突破
此關，整個尋底弱勢將漸改善，有利後市進一步
向上。A股若造好，將刺激港股突破，港股近日
有買盤支持，並一舉升破各個阻力區，成交額也
見續有增加，顯示投資者入市態度已見改善。技

術上，只要 指能穩守50天線（19,575點）之
上，應可上試20,300點。

弱勢股反彈 中信泰富升4%
藍籌股普遍上升，匯控（0005）升0.8%，金沙

（1928）續反彈升3.6%，思捷（0330）更一度升逾
7%，收市升3.8%，近日被拋售的中信泰富（0267）
也升近4%。

內地出口數據雖遜預期，但中央表明以基建項
目撐經濟，基建相關股續被炒上，龍工（3339）
升逾9%，中聯重科（1157）升6.1%，鞍鋼（0347）
升7.3%，馬鋼（0323）升6%，中鐵建（1186）升
2.7%。基建所必須的水泥股續受追捧，海螺

（0914）升3.3%，金隅（2009）升5.3%。

內銀股跌 建行現錯盤交易
市傳遭寶鋼沽貨的建行，全日跌2.12%，拖累

內銀股全線疲軟，工行（1398）跌2%，交行（3328）
跌2.3%，民行（1988）跌2.45%。昨日建行九時半
有6,075萬股建行H股，以每股5.08元上板，涉資
超過3億元，港交所接到券商錯誤交易申報後，
隨即取消該單交易。

港府連續兩周出招壓樓市，不過昨日地產股則
全線上升，長實（0001）升1.3%，信置（0083）升
1.69%。另外，市傳中移動（0941）批出4G訂單，
涉及金額數十億元人民幣，報道指中興（0763）
及中國無線（2369）中標，前者升6.3%，後者升一
成，晨訊（2000）亦升7.9%。

復星斥4623萬增持民行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馬子豪) 據聯交所股權資料

顯示，復星國際(0656)於本月5日(上周三)，以每股
平均價5.729元，買入民行(1988)807.1萬股，共斥資
4,623.88萬元。復星持有民行比例，由5.97%升至
6.11%。民行昨日股價回吐，跌2.45%收報5.98元。

CPI回升 A股呈震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裘毅 上海報道）上周五歐美

股市續漲，而周末公佈的8月CPI數據符合預期，A股
昨高開後震盪整固，但盤中遇獲利回吐。滬指收報
2,134點，上漲0.34%，成交861.1億元人民幣(下同)；
深成指收報8,769.54點，上漲0.69%，成交965.4億元。

受惠穩增長 水泥機械股俏
上周末公佈的8月CPI回升至2% ，分析人士稱2%或

是年內拐點，貨幣政策空間收窄，降息可能大降。而
8月PPI下降3.5%，創34個月新低，顯示經濟仍未止跌
回升，穩增長項目出台或提速。受政策好推動的水
泥、工程機械、建築等基建股昨繼續領漲大盤，但尾
盤均漲幅收窄，獲利回吐壓力明顯。另外，昨日公布
的內地8月份出口增長2.7%，遜預期；進口更下跌
2.6%，令市場擔心經濟放緩未見底，股市因而受壓。

方大集團、博聞科技、金隅股份、祁連山、塔牌集
團、寧夏建材、同力水泥、天山股份、開爾新材、秦
嶺水泥等午盤漲停，但午後板塊漲幅收窄，多股打開
漲停。美聯儲放寬鬆信號，國際金價再創新高提振，
昨盤初黃金概念股集體上揚，山東黃金領漲。榮華實
業、東方金鈺、豫園商城、老鳳祥、秋林集團漲幅居
前， 邦股份、豫光金鉛等個股漲逾2%。昨天信
託、銀行、保險等金融股，運輸服務、環保、釀酒、
電力、醫療等板塊跌幅居前。

政策預期提升 反彈料未完
大摩投資認為，上周五的反彈已經基本確立市場

短期走勢，內外環境改善和政策預期提升助推的超
跌反彈有望延續。由於上周五的快速上漲提前消耗
了一些多方能量，短期震盪整固也在預期之內，只
要市場成交持續放大，投資者可趁回調適當參與本
輪反彈。

德勤：兩地證監需緊密溝通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黃嘉銘)

近年來不斷有內地企業來港上
市，當中牽涉不少會計及監管
制度上的差異。德勤認為，內
地及本港的證監需要有緊密的
溝通，特別是當有核數師以國
家機密為由，不交出審計文件
時，兩方證監的溝通是解決問
題之關鍵。8月底安永會計師
事務所就標準水務申請在港上
市時，拒交出審計工作底稿而
被證監會提出起訴一事正好反
映出雙方證監及公司在監管上

有必要建立良好溝通。

對安永被告事件感意外
德勤聲譽及綜合風險管理主管Richard George表示，對於證監

會就標準水務「國家機密事件」要跟安永鬧上法庭感到意外。近
年內地與本港的審計準則雖已持續接軌，但鑒於內地公司的審計
文件，一般都留在內地，他認為，若要求檢閱內地公司審計文件
被拒時，首先應向中證監尋求意見。

Richard George強調，香港證監會是絕對有權向在香港集資上
市的公司要求檢閱審計文件。但若果真的遇到涉及國家機密之
時，應考慮由中證監代替香港證監會進行審查工作之可行性。

兩地審計準則已漸接軌
至於德勤全國上市業務組聯席主管合夥人歐振興則認為，自港

交所(0388)於2010年12月始，批准來港上市的內地註冊公司可採用
內地的會計準則，以及內地企業可聘用內地指定12間會計師事務
所進行審計，包括四大會計師事務所。這印證了內地及本港證監
已踏出重要的第一步。但被問及港交所有否需要再修例以迎合內
地企業來港上市的需要，他回應指，並沒有特別為此作出預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璇）早前有消息指，
雅天妮（0789）非執行主
席謝超群被送入醫院精
神科，行政總裁的職務
及公司日常管理工作交
由其妻子葉英琴接手。
他曾去信雅天妮董事局
所有成員，希望押後昨
日舉行的股東大會，惟
該股東大會昨日如期進

行，葉英琴亦出席股東大會。

董事局並無要求謝超群離任
在昨日股東周年大會後，公司秘書助理覃家寶表

示，葉英琴等公司管理層均有出席股東會，只有謝
超群因仍然留院未能出席，會上有股東對謝超群身
體狀況表示關注，有一持有10萬股股份的小股東稱
對公司有信心，不擔心管理層出現變動。

覃家寶稱，謝超群目前仍在醫院休養中，公司目
前運作正常。覃家寶重申，謝超群出院需兩名醫生
簽署才能成事，非葉英琴個人可決定，因此對消息
指葉英琴不讓謝超群出院的說法表示否定。她又
指，董事局並無要求謝超群離任主席，葉剛任行政
總裁，於工作上軌道後會親身向公眾交代事件。

運作正常 亦無收到停牌申請
葉英琴上周以個人名義發聲明稱，其已單方面向

法庭正式申請與謝超群離婚，並懷疑有聲稱為謝超
群代表律師人士的代表性及合法性，按院方指謝目

前的精神狀況，並不適合簽署任何具法律效力的文
件。此外，法庭早前已向謝發出若干法令，乃法庭
審理離婚申請的程序。該等法令在於保護她及謝的
財產，以避免有任何人士伺機在謝精神狀態欠佳狀
況下有所企圖。

此外，在昨日的股東會上，並無提出特別議案，
亦無收到任何停牌申請。至於謝超群有否委托別人
投票，她則表示不方便作出評論。雅天妮昨日收報
0.174元，下跌0.57%。

內
地
再
出
招

擴
節
能
產
品
補
貼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人民銀行公布，批獲5
家台資銀行之香港分行，包括中國信託銀
行、兆豐銀行國際金融業務分行、台灣銀
行、華南銀行和富邦銀行，均獲准進入內地
銀行間債券市場投資。

港５台資行准進內地銀行債市

■ 指昨高開後一度倒跌，收升25點，繼續守

20天線之上，成交589億元。 中通社

■PCCW宣布於今日推出20GB流動數據用量服務計劃。小圖為林國誠。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遠威 攝

■覃家寶稱，謝超群仍

在醫院休養中，公司目

前運作正常。張偉民 攝

■Richard George稱，若要求檢

閱內地公司審計文件被拒時，

首先應向中證監尋求意見。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彭楚華 攝

葉英琴現身雅天妮股東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