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方楚茵) 美國市場復甦，中國
成功軟 陸，經濟增長仍持續，各投行均預期港股A
股今年勝舊年。渣打預料今年 指上升空間達10%，
而蘇格蘭皇家銀行集團財富管理部(Coutts)則認為 指
可上望25,000點。渣打認為A股因國內政策不明朗，資
金將轉投H股市場，H股將跑贏 指，看好內房、內
銀、內險股及消費類股份。而Coutts則認為A股繼續跑
贏H股，因為A股估值偏低，潛在回報較H股高。

H股將跑贏 內房股仍看好

渣打銀行財富管理投資策略主管梁振輝表示，現時
指市盈率約13倍，估值仍然吸引，有機會去到16倍

市盈率，主要因為A股在3月前仍受不明朗的政策困
擾，即使政策出台番身仍需時，加上港股受惠中國概
念，吸引資金，預期將有10%上升空間。而H股方

面，H股將跑贏 指，看好內房、內銀、內險及消費
類股份。近期內房股頻頻集資，他認為內房資金需求
較高以作長遠發展，故集資屬正常活動，對股價影響
不大。他又指，內房雖受政策左右，但樓價及交易量
在去年底回暖，今年仍會向好。

而近期有部分企業發盈警，梁氏認為有助降低市場
期望，相信3月業績期有機會成為港股升市的催化
劑。但若3月企業盈利不如市場預期，或港匯變化引
致資金外流，則成港股短期壓力。但梁認為，中國經
濟持續改善，加上各地央行如日本及歐央行將會持續
買債，美國今年不會退市，仍可港股支持。他又預
計，由去年底新股恢復活躍，今年新股市場將較去年
為佳。

蘇皇：通脹升 內地或加息

Coutts大中華區高級投資策略師蔡建國認為今年
指可達25,000點，國企上望14,000點。他指A股估值偏
低，將可跑贏H股。今年AH股回報都會較港股好，
因港股去年回報已達20%，估值已在合理水平，難再
高估，但因資金會繼續流入，對港股亦抱正面看法。

蔡建國又指，今年上半年市場將聚焦中國經濟持續
復甦，及外圍經濟如美國債務協調情況，港股在過去
2至3個月已升近15%，故未來1個月將會調整3%至
5%，但在美國問題解決後，港股仍會上升。今年內
地GDP可達8%，而平均通脹率將有3%，通脹壓力下
半年會浮現，可能達4%。若通脹反映於樓價，將可
能令國家再收緊房策或加息，但他認為中央可接受樓
價3%至5%的升幅，加息可能在明年才出現。

梁振輝則認為，今天公佈的內地第四季GDP達
7.8%，今年預計亦處7.8%水平，通脹回彈至4%，年
底前或會加息25點，有可能明年再加息3至4次。

港樓價料升5%  地產股看俏

被問及施政報告對本港樓市的影響時，梁振輝認為
施政報告主要針對長遠的樓市供應，無助短期市況，
故今年樓價仍靠穩，而地產股因去年升幅強勁，今年
將踏入整固期，加上現時港府隨時出台房策，令相關
股份增加政策風險，但市場仍屬供不應求，故地產股
仍然偏強。蔡建國亦認為，因現時利率低水，供不應
求，故本港樓價可再升5%，而施政報告主要解決長
遠供應問題，短期不影響樓市，故對地產股仍有一定
支持，所以上半年續看俏本港地產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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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鋁礦業招股 入場費3859元

A股縮量調整 滬指失守2300渣打：港股有10%上升空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卓建安）特首梁振英首份
施政報告被市場認為對樓市「無料到」，港股在
匯控（0005）及本地地產股的帶動下，最多曾升
147點至23,504點，惟之後受內地A股下跌拖累倒
跌，收市報23,339點，跌17點或0.07%。

港股昨日受內地A股下跌影響，午後跌幅一度
擴大至134點至23,222點，但收市僅跌0.07%，跌
幅較上證綜指1.06%的跌幅少甚多；國企指數昨
日收報11,858點，跌49點，跌幅為0.41%，亦較上
證綜指的跌幅為少。港股昨日主板成交為783億
元，若扣除 大地產（3333）配股上板的43.5億
元，其成交額與前日相若。

聚焦日圓匯率內地因素

最近港股表現牛皮，但經常在尾市反彈，或由
跌轉升，或跌幅大幅收窄，令人有跌不下去的感
覺。凱基證券亞洲營運總裁鄺民彬昨日表示，近
期影響港股較為關鍵的因素包括日圓匯率和內地
因素。其中日圓匯率在短期快速貶值後有所反
彈，這是港股跌不下去的主要原因。

鄺民彬續稱，下周一、二日本央行將議息，要
留意日本央行會否一如預期推出與首相安倍晉三
一致的量化寬鬆政策。若日本央行的量寬力度較
安倍晉三弱，日圓有可能進一步反彈，將觸發日

圓的利差交易拆倉，令股市出現較大的調整；反之，對股
市就會有較大的刺激。

至於今日內地將公佈GDP、工業生產等重要經濟數據對
股市的影響，鄺民彬認為，有關數據非領先指標，對此市
場已有所預期，料對股市影響不大。

配股拖累 大急挫7%

昨日匯控和本地地產股支撐大市，其中匯控逆市升0.95%
至84.95元，中移動（0941）則繼續「腳軟」，收市跌1.03%
至86.65元；一眾本地地產股則呈強勢，新地（0016）、長實

（0001）和 地（0012）盤中均創一年新高。至於 大地
產，昨收市跌7.1%至4.32元，跌穿配股價。鄺民彬表示，
最近地產股升幅已大，投資者不宜高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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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裘毅 上海報道）A股昨繼續調整
走勢，兩市股指低開後震盪下探，消化獲利盤回吐壓力，
午後券商股護盤令大盤跌幅收窄，但滬指仍跌破5、10日線
支撐，深指相對強勢，維持在年線上方，兩市成交明顯減
少。收盤滬指報2,284點，下跌24點或1.06%，成交1,032.14
億元人民幣(下同)；深成指收報9,309點，跌46點或0.49%，
成交966.29億。

分析師指出，第一創業證券分析師郭樹華認為，由於進
入年報披露階段後年報預期會逐步落實，且利好數據亦已
公布完成，預計1月下旬大盤將以調整為主，但滬股指在
2,220點附近將尋獲支撐。

美公司全購創生 涉逾59億
香港文匯報訊 骨科產品生產商創生控股(0325)宣佈，國

際醫療技術公司史賽克 (Stryker)以總代價約港幣59億元收
購創生全部股份，每股股普通股作價7.50元，相等於創生
1月8日停牌前收市價5.16元溢價45.3%。Stryker將全部以現
金支付收購。預計交易可於2013年第二季內完成。收購完
成後，將撤銷公司股份在聯交所的上市地位。

每股作價7.5元 較停牌前溢價45%

創生之控股股東Luna 已承諾接受Stryker之要約，將其
持有的61.72%創生股份售予Stryker。創生主席及首席執行
官錢福卿、及副總裁錢曉錦已與Stryker簽署三年服務條
約，承諾於收購完成後繼續留任協助集團日常運作。

Stryker是國際性醫療技術公司，於紐交所上市，提供多
樣化的創新醫療技術，包括重建植入物、醫療及手術設
備、以及神經技術及脊柱產品。Stryker 總裁及首席執行
官Kevin A. Lobo 表示，冀以創生的研發專業、製造能力

及分銷網絡優勢，拓展中國市場。
創生控股今復牌。

5大戶認購佔集資額最多70%

該5位好友包括Trafigura Beheer B.V.
認購1億美元股份；銅陵有色金屬集團
認購5,000萬美元股份；鴻帆控股認購
3,000萬 美 元 股 份 ； Louis Dreyfus
Commodities Metals Suisse 認購3,000萬
美元股份；力拓認購3,000萬美元股
份。其中，有外電報道力拓首席執行官
艾博年將辭職，公司董事長兼非執行董
事熊維平表示，力拓與中鋁礦業戰策合
作夥伴關係，不論力拓高層有何變動都
不會影響兩者合作關係，但仍需對該消
息進行確認。

3券商已預留430億孖展額

中鋁礦業國際的母公司是中鋁集團
（2600），在新股市場頻頻賺錢的造勢
下，加上中鋁礦業引入國際化基礎投資

者，為散戶帶來絲絲信心。據了解，3
間證券商已為投資者預留430億元孖展
額，其中耀才證券獲客戶預訂2億元，
相當於公開發售集資3.37億元計，已近
60%認購。該股今日起公開招股，預計
31日掛牌。

據其招股文件現時，是此集資所得淨
額有30%用於撥付Toromocho項目日後
資本需求，包括加工設備及提升產能；
30%用於優化收購非鋁有色金屬採礦項
目；30%用於優化資本，包括償還欠中
鋁海外控股貸款；10%用於營運資金及
一般企業用途。

秘魯銅礦項目料年底投產

熊維平介紹，公司專注發展位於秘魯
的Toromocho項目，該項目是全球第二
大投產的銅礦項目。公司預計該項目於
2013年第四季度投產，指2014年第三季

度能夠至全額產能，未來十年平均年產
量達87萬噸。

公司預計位於秘魯的主要銅礦場
Toromocho投產後首年將錄得稅後淨利
3.67億美元。財務總監梁運星表示，用
於Toromocho礦場的資本開支約35億美
元，於去年底已支付當中的20.37億美
元，餘下的資本開支將用作該礦場生產
設備安裝，調校試產，以及員工招聘。

業務擬擴至非鋁有色金屬

行政總裁彭懷生則稱，短期內會積極

留意銅項目收購機會，中長期計劃將業
務擴展至非鋁有色金屬，業務重點區域
為南非，未來冀拓展至非洲及亞洲。至
於該秘魯露天銅礦開採場涉及搬遷當地
小城莫羅科查(Morococha)，中鋁秘魯健
康，安全及環境副總裁Ezio Martino則
表示，當地居民是以銅礦開採為生，目
前近92%居民已簽署搬遷同意書，雖然
以目前情況來看，即使剩下的村民一戶
也不搬，都可以維持未來7年的正常運
營，不過公司仍然希望能夠在今年第一
季度完成餘下村民的搬遷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璇）熱爆的新股市場帶來好的上市環境，

捲土重來的中鋁礦業國際（3668）趁熱打鐵，在覓得多達5位基礎投

資者後計劃來港招股。該公司計劃發行17.64億股，當中90%為國際

配售，10%本港發售，招股價介乎1.52元至1.91元，集資26.8億元至

33.7億元，每手2,000股，入場費3,858.51元。中鋁礦業國際已與5位

基礎投資者訂立協議，合共佔招股集資額56%至70%。 ■ 熊 維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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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去年載客量增 貨運量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國泰航空（0293）

昨日公佈與港龍航空合併結算的12月客、貨運量。客
運方面，兩航空公司合共載客252.09萬人次，較去年
同期上升2.5%，運載率為80.7%，上升1.1個百分點。
以可用座位千米數計算的運力則下降4.5%。2012年全
年載客量及運力分別上升5.0%及2.6%，全年載客率
為80.1%，相對2011年下降0.3%。

貨運方面，兩航空公司12月運載的貨物及郵件合共
14.69萬公噸，與去年同期增加3.4%，運載率為
67.4%，下跌0.4個百分點。2012年全年載貨量合共下
跌5.3%，而運力則削減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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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香港企業實際使用人民幣情況

星展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日前推出全港首創的「星展人

民幣動力指數」，為決策人、

企業和投資者提供策略工具，

追蹤香港企業實際使用人民幣

的普及和接受程度，以及企業

未來採用人民幣的意慾。

雖然市場不乏有關人民幣離岸流通量的宏觀數
據，惟有關數據並未從深入角度剖析香港逐步

發展成為人民幣離岸中心的進程。有見及此，星展推
出「星展人民幣動力指數」，為業界首個指數，專門用
來衡量香港公司使用人民幣及其接受和滲透程度，這
不單更具代表性，亦為決策人、企業和投資者提供一
個實用的策略工具。

助企業掌握先機
「星展人民幣動力指數」是根據問卷調查結果，由4

個主要部分組成的綜合指數，從多方位調查人民幣在
香港企業的滲透程度。這4個組成部分包括：過去12個
月的實際業務表現及未來12個月的預期表現，兩者為
推動企業對人民幣需求擴大的基本條件；企業於過去
和未來對使用人民幣經營業務的需求；企業對人民幣
貿易結算服務的需求；以及企業獲得人民幣融資的難

易度。
首次公布2012年第四季度的指數為54.9，繼後的季

度數據變化均根據首次公布的指數作出分析，將反映
香港離岸人民幣市場的演變步伐。在分析未來時間序
列後，便可釐定相應的政策建議。指數的應用範圍日
後可再擴大，並延伸至其他有意成為人民幣離岸中心
的國家。

星展銀行董事總經理兼企業及機構銀行總監張建
生表示：「作為一家亞洲銀行，星展致力發揮我們
對亞洲的精闢見解，與企業客戶一起把握區內先
機。特別以我們在中港的連繫和網絡，為客戶提供
一站式的中港銀行服務，讓香港企業客戶更積極參
與中國的發展。現在是最佳的時機推出『星展人民
幣動力指數』，為業界和本港企業提供一個實用的策
略工具，更全面和深入了解人民幣國際化在香港的
進程。」

新鴻基地產一直秉承「以心建家」的信念，鼓勵
員工積極參與社會慈善及籌款活動。今年是新地第
18年贊助香港公益金主辦的「公益慈善馬拉松」，新
地主席兼董事總經理郭炳江及郭炳聯親自率領數百
名新地員工及親友參與是項活動，身體力行參加十
公里賽事並順利跑畢全程，為公益金籌募善款。活
動所籌得善款將不扣除任何開支，全數撥捐公益金
復康及善導服務。

一眾跑手於賽事當日早上齊集在西貢北潭涌郊野
公園，「公益慈善馬拉松」籌劃委員會主席郭炳江
在起跑儀式上為參賽健兒打氣，他表示：「很高興
今年『公益慈善馬拉松』參與人數再破紀錄，共超
過2,000名跑手報名參加，較去年多出逾三成，一同
為有需要人士出一分力。新地多年來積極支持公益
金舉辦是項活動，讓跑手考驗體力及耐力，所籌得
善款令本地社會福利機構受惠。」

「公益慈善馬拉松」賽事設有半馬拉松及十公里
賽事，參賽健兒由北潭涌郊野公園出發，途經景色
宜人的萬宜水庫及山澗林木，再返回北潭涌郊野公
園的終點。為表對跑手的支持，新地旗下帝京酒店
在終點附近設有茶點招待，讓跑手於跑畢賽事後享
用美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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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講座吸引了逾600名中銀香港客戶及市

民踴躍報名參加，現場座無虛席。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舉辦了
「名家薈萃．睿智理財─洞悉2013投資
先機」講座，多位著名財金專家為客戶
分析2013年環球經濟最新形勢並講解相
應的理財策略，吸引了超過600名中銀
香港客戶及市民報名參加。

出席講座的講者包括中國銀行（香港）
全球市場投資產品顧問主管高耀豪、富
達國際投資分銷業務銷售總監梁慧君、
首域投資（香港）零售業務董事譚家
駿、德盛安聯香港基金業務主管余子玲
及施羅德投資香港基金業務拓展副總裁
曾雅恩。講座後更設有答問環節，讓嘉
賓與客戶交流意見。此外，「名家薈
萃．睿智理財」講座的參加者均有機會
參加幸運大抽獎，贏取精美禮品。

中銀香港致力為客戶提供優質專業的
銀行服務，通過設在香港的廣泛分行網
絡及靈活方便的網上平台，讓客戶隨時
隨地把握創富增值的機會。此外，中銀
香港的專業團隊竭誠為客戶提供全面的
理財及投資服務，助客戶早日實現理財
目標。

■新地主席兼董事總經理郭炳江及郭炳聯親自率領

數百名新地跑手參與「公益慈善馬拉松」，身體力

行參加十公里賽事並順利跑畢全程。

■星展日前推出全

港首創的「星展人

民幣動力指數」，董

事總經理兼企業及

機構銀行總監張建

生（右）表示，指

數有助本港企業了

解人民幣國際化在

香港的進程。

新
地
兩
主
席
參
與
慈
善
馬
拉
松

星展推出首個「人民幣動力指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