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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當美國踏入2013年1月
1日，便會墮入「財政懸崖」，引起金融市場軒然大
波，幸好美國國會就化解財政懸崖問題上取得突
破，美國政府與共和黨的參議員達成協議，現只等
由共和黨控制的眾議院稍後表決，再交總統奧巴馬
周四簽字成為法例，美國就可避過跌入財政懸崖。
不過由1月1日至3日，技術上是「墮崖」了，惟市場
人士認為，對大市實際打擊不大，預期港股今日可
望造好。

美股急升 港股ADR漲278點

參議院在1月1日達成協議，即時令下跌的道指回
升，周二收13,104點，大升166點，港股ADR普遍上
升，相當於推升 指278點，其中匯控(0005)ADR折
合每股報82.27港元，較港收市升0.97港元；中移動
(0941)報91.03港元，升0.78港元，無疑對今日的港股
有支持。

參議院通過的方案提出，向個人每年收入40萬美
元以上，以及年收入45萬美元以上的富裕家庭加
稅，稅率由35%加至39.6%，又將大幅削減開支推遲
兩個月。交通銀行香港首席經濟及策略師羅家聰表
示，加稅方案針對高收入人士，相信對美國經濟不
會即時構成很大影響，而稅收增加亦令財政收支復
原較快，但美國債務問題嚴峻，難以解決。

美國一旦「墮崖」，6,000億美元的削赤和加稅計劃
將自動啟動，亞太區股市亦會受牽連，最壞情況或
可能回落5%。耀才證券研究部副經理植耀輝表示，
投資者早已預期美國會安然渡過財政懸崖，故此市
場人士都抱 「淡定」態度；但即使方案獲通過，

指也未必急升，因此利好因素早已反映在指數之
內。

熱錢戀棧 A股轉好撐大市

他又指，大市整體氣氛仍會積極，主要是A股的帶

動為港股起積極作用，即使年底粉飾櫥窗的活動完
結，在熱錢環繞下，資金也未會撤走，反而將加碼
買入「A股概念股」。除了A股ETF續受追捧外，A股
指數驅動股如工行(1398)、國壽(2628)等也會受惠，該
些大型股同時反過來推升港股，故他看好今年上半
年的港股表現。

歐美仍存隱憂 看淡下半年

對於美國財政免於「墮崖」，植耀輝則認為，美國
今次達成的協議，只是將其削減開支的限期延後，
實際上，美國仍會削減一些如國防等非福利的開
支，只是由於有量化寬鬆政策在進行，才令緊縮的
影響減到最低。目前美國面臨龐大的國家債務及財
赤，往後削減國家開支將是必然的，故對當地經濟
始終帶來影響，但有關的影響相信到下半年才會浮
現，所以他看淡下半年美股的表現。至於其他的市
場，就要看歐洲經濟的復甦進度如何。

雖然市場上好友暫佔多數，但「債王」格羅斯在
Twitter貼文，就顯出其看淡情緒。他預測債券和股
票在今年皆「沒運行」，料回報或少於5%，失業率
將會回升，有機會高過7.5%，但格羅斯依然看好黃
金價格上漲，惟沒有透露升幅多少。

■港股周一

收 跌 9 點 ，

去 年 累 升

4,222點或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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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免墮崖利好氣氛 港股料向好

中冶1元賣甩葫蘆島負資產
商場直通巴「密密送」吸客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劉坤領 北京報道)

內地官方最新公佈的2012年12月份中國
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為50.6，與
上月持平。自9月份以來該指數連續三
個月保持在50%榮枯線以上。中國物流
與採購聯合會副會長蔡進表示，這顯示
中國經濟溫和回升態勢基本確立，並為
2013年經濟運行奠定了良好開局。

上月維持50.6  經濟溫和回升

匯豐控股於12月31日公佈的匯豐中國
製造業PMI達到19個月最高的51.5，該
指數更偏重中小企業；而官方PMI側重
於大企業。兩個PMI數字，均反映出內
地政府對基建項目的加大投入正在幫助
經濟從連續七個季度的減速趨勢中復
甦。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物
流與採購聯合會特約分析師張立群表
示，回首2012年全年PMI走勢，總的來
說是前面落、後面逐步回升，與整個經
濟增長前落後穩相一致。從最新PMI數
據看，預計2013年經濟運行開局很可能
以穩為基本特徵，一季度經濟增速很可
能會基本保持在2012年四季度水平

（7.5%到8%之間）。蔡進也認為，從最
近3個月PMI走勢來看，宏觀經濟呈現穩
中趨升的基本態勢，這種態勢目前得到
進一步鞏固，預計2013年經濟運行中的

有利條件和積極因素趨於增多，整體環境進一步轉
好。

分析指出口形勢仍不樂觀

對於12月份PMI指數與上月持平，張立群認為這
表明經濟回升勢頭較弱。另外，從分類指數看，12
月製造業生產指數自上月的52.5降至52.0；新訂單持
平於上月的51.2；出口形勢則有所惡化，新出口訂單
指數從上月的50.2小幅回調至50.0。

對此，張立群指出，新訂單指數與上月持平，表
明市場需求平穩，進一步回升力量不強；出口訂單
指數略有回落，反映出口形勢仍然不樂觀。

另一方面，物價上升的壓力有所增加。分項指數
中購進價格指數升幅明顯，從上月的50.1升至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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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黃詩韻) 中國中冶(1618)公布，
於2012年12月31日與中冶集團簽署《股權轉讓協
議》。由於該公司持股51.06%的葫蘆島有色集團持續
虧損，目前淨資產已為負值，為保持穩健發展，中
國中冶將持有的葫蘆島有色集團51.06%的股權以1元
(人民幣．下同)對價轉讓給控股股東中冶集團。中國
中冶12月28日起開始停牌，已申請今日復牌。

仍保留97億港元債權

交易完成後，中國中冶不再持有葫蘆島有色集團
任何股份。而中國中冶仍保留對葫蘆島有色集團77.7
億元(約港幣96.7億元)債權，該債權可能存在重大減
值，並由多筆貸款構成，適用利率為5.31%至
6.56%，貸款年期為12個月。

中國中冶以前年度承擔的超額虧損15.7億元(歸屬
於母公司淨利潤，約港幣19.5億元)，將轉回計入本
年度損益。按照2012年11月30日未經審計的財務數
據測算，2012年中國中冶將因此減少總資產66.6億元
(約港幣82.9億元)，減少總負債74.4億元人民幣(約港
幣92.6億元)，合併報表資產負債率將有所降低。

截至2012年11月30日，葫蘆島有色集團總資產66.6
億元，總負債152.1億元，資產負債率228.5%。中國
中冶指，葫蘆島有色集團工藝裝備落後、社會負擔
沉重、資不抵債，短期內虧損局面難以扭轉，解困
工作面臨重大挑戰。

天瑞水泥反駁網上質疑
香港文匯報訊 被一家名為「網上股票調查組」質

疑，因有短期債券面臨到期要贖回、擔心公司會出現
周轉困難的天瑞水泥(1252)，昨作出澄清公告，稱公
司擁有未提用的銀行授信額度為人民幣26.45億元，
近期又新獲得工商銀行授信額度人民幣10億元；公司
在可預期的未來能夠取得穩定的經營現金流且不存在
重大的資本支出；及有較強的的短期借款續貸能力。
因此，公司有能力償還到期的價值人民幣36億元的銀
行貸款，以及將於2013年1月16日及2013年4月內到期
的總額為人民幣10億元的短期融資券。

天瑞指有關報道屬於主觀臆斷推測，有重大誤導
性並無適當理由和基礎。該公司股份於2012年12月
31日停牌，將於今天復牌。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 記 者 卓 建 安 ）

RQFII（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
自11年12月開始試點實施以來，初期市
場反映不是太理想，但隨 RQFII投資
的A股ETF（交易所買賣基金）在港推
出，市場逐步掀起A股ETF的熱潮，而
A股ETF窩輪的推出，令市場氣氛更加
熾烈。

資金流入 炒內地經濟復甦

國家外匯管理局於11年12月30日和去
年1月2日，先後批出兩批合共21家內地
基金公司和證券公司在港設立的子公司
擁有RQFII額度，有關額度合共達200
億元（人民幣，下同）。

由於各基金和證券公司對RQFII產品
做了充足的準備，RQFII基金很快就搶
閘而出。為飲「頭啖湯」，海通證券和
匯添富資產管理的香港公司於去年1月
11日同時推出RQFII基金給投資者認
購，首隻RQFII基金鬧出了「雙胞
胎」。由於這兩隻RQFII基金均主要投
資內地債市，回報受限，加上散戶首次
認購費最高達5%，因此市場反應平
平。

供不應求 RQFII額度仍渴市

RQFII基金成為市場關注的焦點則應
歸功於其實物A股ETF的推出，不過，
去年7月17日華夏基金在港推出首隻

RQFII投資的A股ETF—華夏滬深300
（3188），市場反應亦是一般。直至10月
下旬海外資金開始明顯流入香港，炒
中國經濟見底復甦，RQFII投資的A股
ETF逐步受到市場的關注，機構投資者
認購越來越踴躍，四隻實物A股ETF的
基金規模一再擴大，仍不能滿足要
求。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這四隻實物A股
ETF已實現雙櫃 交易，即可以用港元
和人民幣交易。

據統計，目前南方東英、華夏（香
港）、易方達資產管理（香港）和嘉實
國際資產管理四家機構管理的A股ETF
的RQFII額度合共已達430億元，較最

初的45億元額度增加8.6倍。
隨 A股ETF規模以及成交額的大幅

增加，大行亦紛紛推出A股ETF窩輪。
有關窩輪的表現可謂瘋狂，其成交額不
時超過正股，有的窩輪的股價單日升幅
更高達數倍，不少散戶炒A股ETF窩輪
如癡如醉。

大行爭推 A股ETF輪掀熱潮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A股ETF窩輪的成
交額有時直迫 指窩輪，有業內人士更
預測，將來A股ETF窩輪將與 指、國
指的窩輪「三分天下」。

目前四隻實物A股ETF中，有兩隻已
發行窩輪，分別為南方A50和華夏滬深
300。截至上月28日，這兩隻ETF發行
的窩輪合共已達118隻，其中更包括兩
隻以人民幣交易的窩輪。

A股ETF受捧 RQFII基金成焦點

一田百貨：今年生意升10%  就要還神

內地客消費趨減 零售業頭痕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黃詩韻) 2012年本港零售業遭遇寒冬，一改以往

雙位數字升幅，市場預測全年銷售總額只有單位數增長。一田百貨昨總

結本港零售表現，指內地客購物習慣由年中開始出現明顯改變，該公司

聖誕節銷售只有5%增幅，惟2012年初銷售較理想，全年營業額較去年

升達20%，展望2013年仍然難捱。

一田百貨昨日舉行「一田賀正祈福
大會」，冀新一年能夠順風順水。

雖然一田百貨2012年業績上揚，沙田店
按年升34.5%，其次為超市升33.9%，但
2012年市道及消費氣氛都較往年差，下
半年開始零售業碰上冷鋒，零售轉弱，
尤其聖誕生意增長明顯放緩。

人流沒減 惟購物單價縮水

雖說新一年是新開始，但一田百貨常
務董事莊偉忠昨日形容2013年零售市道

「仍然頭痛」，並指「若全年銷售總額有
10%升幅，就要還神了。」他認為，內
地客消費習慣改變，以前多買貴價消費
品，現在反而增加轉買超級市場用品。
旅客人數雖然並無減少，但購物單價縮
水。

聖誕春節相隔長 有利消費

而短暫刺激方面，莊偉忠相信政府今

年「派糖」等紓緩措施會相對減少，減
稅效應亦不能即時呈現，加上世界動
盪，很多未知之數影響消費氣氛。而

「減價」問題仍然纏繞業界，需要留意今
年農曆新年在2月，1月底至2月頭是決定
市道好壞的關鍵。

他預期因聖誕節與農曆新年相距時間
長，有望刺激市民消費，料營業額較去
年升15%。

今年擴網點 荃灣店6月開

2013年一田亦繼續擴大網絡點，第5間
分店於荃灣廣場2至4樓開設，新店佔地
8.56萬平方呎，與大埔分店相若，投資額
達6,700萬元，預計將於6月下旬開業。雖
然荃灣區有很多百貨店，莊偉忠相信，
該區周邊相連屯門、元朗一帶，能有幾
十萬消費力。長遠來說，荃灣位於西鐵
附近，大發展商、政府都有意發展，能
刺激消費市道。

一田百貨2013年將增加12%推廣費，
並開設1間百貨及2間超市，共聘請300
人。其中屯門V City開設的獨立超市最快

將於5月下旬開業，佔地2.7萬平方呎。至
今年年底，一田百貨將營運3間百貨及3
間超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詩韻) 正值佳
節，各大商場人頭湧湧。不過，內地遊
客消費減弱，不少商場今年加大力度，
增加更多內地團，欲不斷帶起消費，提
升生意額。有商場學老麥「密密送」，加
密免費跨境購物專線班次外，更持續每
周舉辦內地購物團吸客。

綜觀除夕元旦假期(12月29日至1月1

日），新地旗下12個商場總人流550萬，
較去年同期上升18%，但營業額增幅
20%，達1.1億元，仍比去年同期的增幅
稍遜1個百分點。

新地12商場元旦丁財旺

2013年元旦，內地旅客只要多請1天
假，可享長達6天加長版元旦假期，apm

計劃招待10至18團合計約500至900名除
夕元旦旅客購物，預料可為該商場額外
帶來430萬元消費額。除夕元旦連周末至
今，已成功招待12團合計約600名旅客到
訪，額外帶來290萬元生意額，較去年升
約1成半。

新地地產代理租務總經理馮秀炎表
示，新款智能手機成為近期熱門之選，

旅客又大量購入不少生活護理用品及潮
流禦寒衣物。而本地客人均消費約較去
年升1成。

本地客人均消費升1成

至於大埔超級城已接待10團點對點購
物團，共逾500人以廣東省及東莞生意人
為主，人均消費5,500元至1萬元，較去年
上升20%。然而，仍比上一年的25%增幅
為少。

信和集團旗下兩大旗艦商場，屯門市
廣場及奧海城於新年期間人流則分別上
升10%及17%。信和集團租務部總經理陳
欽玲透露，屯門市廣場2012全年營業額
更可望達港幣83億元，而奧海城全年營
業額約為港幣18億元，較去年增長17%。

信和奧海城人流增17%

陳欽玲透露，於聖誕及新年期間，奧
海城除會加密免費跨境購物專線之班次
外，亦會持續每周舉辦內地購物團，希
望提升旅客人均消費。現時以屯門市廣
場為例，自由行旅客佔整體顧客的比例
約22%，在聖誕及新年假期攀升至25%。

■新地十二大商場．除夕元旦假期人流生意佳。 ■奧海城舉行新年倒數活動，人山人海。

■莊偉忠祝願顧客及市民新年進步，全年順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