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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銀推人幣高息債基金

百勤油服掛牌每手賺880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歐美股市造好，

道指更創出新高，利好港股隨外圍高開190點，全

日更強勢反彈217點，收報22777.84點，重返10天

線水平(22,738點)，成交735億元。內房、水泥、建

材及內銀等近期弱勢股份都見反彈，航運股普遍

炒上，上述股份支持國指跑贏大市，收報11359

點，升189.5點或1.7%。不過，即月期指在現貨收

市後，低水幅度再擴大至138點，反映投資者對後

市仍審慎。

券商：調整見底 挑戰23000

耀才證券研究部經理植耀輝表示，港股自去年9

月開始回升，至今年1月，累積升幅太大，故需要

更長時間消化及調整，隨內地兩會近尾聲及美國

將債務上限「死線」延至5月，相信本輪調整已見

底，反彈的初步目標是20天線，即23,000點水平，

較大的阻力位在23200點左右。現階段資金會輪流

炒作國策受惠股，具「城鎮化」概念的內房、水

泥、建材，以及受國策扶持的航運股因而受追

捧。

內銀領漲 貢獻 指四成升幅

藍籌股近全線上揚，內銀股領漲大市，中行

(3988)、工行(1398)及建行(0939)升幅均超過2%，三

股一共貢獻 指近88點，佔 指升幅四成。內房

股連跌多日後有反彈，中海外(688)升3.28%，潤置

(1109)升1.73%。其他如越秀(123)、碧桂園(2007)彈

逾4%，SOHO中國(410)去年核心盈利升1.35倍，

股價大升6.7%。

憧憬內地有望今年發4G牌照，電訊設備股狂

升，中興通訊(763)的A股漲停，H股跟隨大漲9%。

京信(2342)飆逾1成至2.87元，中通(552)升3.5%。不

過，熱炒的新能源則見回吐，順風光電(1165)大挫

8.6%，中國高速傳動(658)跌逾4%。

航運股獲國策扶持，有報道引述內地官員指，

扶持航運股的政策其實一直存在，應該很快就會

出台。此語一出，中海集運(2866)及中遠洋(1919)炒

高4.9%，中海發展(1138)亦升4.2%，中外運(598)更

升5.4%。

港股反彈217點 大低水藏憂

在招商銀行行長兼永隆銀行董事長馬蔚華（右六）的帶領

下，眾主禮嘉賓與台下眾賓客祝酒，見證永隆銀行服務香港

跨越80年，邁向新里程，與客戶一同共享基業常青、永遠興

隆。

永隆80大壽 賓主同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璇）蛇年首隻在主板掛牌的新股百
勤油服(2178)昨日股價隨暗盤價高開，開報3.81元，全日錄得
最高股價為每股4.30元，後收報4.16元，較招股價3.28元升
26.83%。成交股數約1.47億股，而總成交金額約5.91億元。若
不計手續費，每手1,000股賺880元。

百勤油服主席兼行政總裁王金龍表示，新能源不斷深化發
展，受惠於內地開發頁岩氣，加上百勤油服擁有一定的經驗
及能力，對公司而言是好事。目前公司已取得部分頁岩氣開
發合同，未來會關注頁岩氣發展，集中研發及相關基礎投
入。未來公司目標擴大海外業務佔比，目前內地業務佔6成，
希望海外業務佔比可提高至5成。另外，公司目前在尋找併購
對象，希望透過海外技術擴大公司研究團隊，惟仍未有具體
目標。

ASM太平洋倒退76%減派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璇）ASM太平洋（0522）去年業績

大倒退。2012年全年純利按年大減76.5%至6.89億元，期內每
股盈利為1.73元，每股派末期息30仙，低於2011年同期的80
仙，營業額按年減少19%至104.61億元。公司認為去年內地市
場放緩是影響表現之最大原因。

公司指出，儘管去年上半年半導體物料及裝嵌設備市場似
乎強勁反彈，但僅是曇花一現，第三季起即按季大幅收縮。
行政總裁李偉光表示，去年業務表現令人失望，去年第三季
開始市場營商環境出現困難，不過受惠於智能手機及平板電
腦需求持續強勁，對今年情況樂觀，料公司今年第二季或第
三季可復甦。

公司去年因銷售量下跌的同時，固定成本改變所致，令毛
利率按年跌5個百分點至30.2%，但在今年第1季的訂單情況改
善的帶動下，今年全年毛利率有望上升。

美高梅傳折讓最多3.8%配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璇）市場消息指，有美高梅中國

（2282）股東透過美銀美林配售美高梅中國2,535.84萬股股份，
每股配售價介乎16.99元至17.2元，較昨日收市價17.66元，折
讓2.6%至3.8%，套現最多4.36億元。美高梅中國昨日收報
17.66元，升0.57%，成交950萬股，涉及成交金額1.66億元。

東方海外多賺63%  恢復派末期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璇）東方海外(0316)於2012年度錄得

收益64.6億美元，按年增7.4%，純利則為2.96億美元，按年增
63.2%，主要因為核心業務貨櫃運輸及物流盈利有顯著改善。
該股每股盈利47.3美仙，派末期息每股7.18美仙。2011年則不
派息。

期內，東方海外載貨量按年升3.7%，下半年環球貿易需求
增長放緩，集團解釋稱主要由於北歐及地中海區入口停滯不
前，令歐亞及大西洋航線受累，集團年末季度利潤水平由於
運費受壓而受打擊。

公司財務總裁 Kenneth Cambie 表示，今年首兩個月行業報
廢船隻數量輕微上升，但公司未有任何報廢及閒置船集。因
為公司船隻船齡較少，故未考慮報廢。他同時指，目前未有
計劃增購新船，但將有兩艘8888標準箱船隻交付，而三星重工
所造的8艘1.3萬標準箱船隻預期將於3月底前交付。

但是，燃油價格從上半年高位回落，持續至年底時保持穩
定，略為紓緩部分市場競爭壓力。另外，去年集團無接收或
進一步訂購新船，只行使認購權購入一艘曾經長期租入，船
齡12年，運載量為5,560個標準箱之船舶。

展望未來，集團認為今年新船下水令運載力進一步增加，
勢將加劇競爭及令運費壓力隨之加重。東方海外稱，未來經
營環境仍艱困，貨櫃航運業或受環球經濟及貿易貨量所影
響。雖然美國經濟有改善，但消費需求仍舊疲弱。歐洲方
面，長期通縮已令其亞洲進口貨量下跌，歐元區經濟舉步為
艱，有可能出現進一步收縮。內地市場消費市場壯大，或令
本土製造商專注本土市場，使中國出口增長放緩。

折讓39%  集資壯大投行業務

海通國際2供1籌12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卓建安）海通國際（0665）昨於收市後宣

佈供股集資，集資額介乎於11.67億元至12.02億元，用作壯大公司

的投資銀行業務，包括支持公司孖展及結構性融資、固定受益及

承購包銷業務的發展。海通國際副主席兼行政總裁林涌昨表示，

該公司不選擇配股融資，主要是考慮不希望攤薄現有股東利益，

而母公司現持有公司69.98%股權，而根據證券條例大股東最多只

能持有75%股權，因此透過向母公司發新股的空間不大，故選擇

供股。

據公佈，海通國際將按每兩股供
一股、每股2.55元供股集資，

作價較昨日收市價4.18元折讓39%，
因供股而增發股份最多4.72億股，相
等於已擴大後股本的33%。

母承諾供股及有條件包銷

該公司指出，母公司將承諾認購應
供股份，並包銷於截止日期未認購股
份之數目，上限為其參與供股及包銷
後的持股量不超過供股後已擴大股本
的75%，餘額將由匯豐銀行包銷。

林涌昨日出席記者會時表示，海通
國際選擇供股集資不是使用財技攤薄

小股東利益，而是為了公司的長遠發
展。他說，該公司的發展目標是希望
成為受人尊敬的一流投資銀行，而不
是玩財技。他並對海通國際現有的股
價不滿意，認為未有反映公司的價
值。

IPO佳 料今年業務錄雙位增

在展望海通國際今年的業務時林涌
指出，預計今年本港股市將好於去
年，IPO集資額也會較去年為佳，有
信心公司今年業務會錄得雙位數字增
長。

林涌表示，去年9月海通國際成為

首家獲得QFII資格的在港中資券商，
並於10月份獲外管局批出1億美元的
額度。

根據有關規定，有關額度需要在6
個月內使用完畢，而有關基金目前募
集進度非常理想。

林涌續稱，去年11月海通國際再成
為首家獲得批准發行RQFLP基金產
品，額度也為1億美元。有關基金為
海外用私募基金的方式直接用人民幣
投資內地市場。他說，有關基金募集
順利，5月份可募集完畢。

關家明：兩地基金互認商機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集思會項目顧
問、前渣打銀行亞洲研究部總監兼亞洲區總經濟師
關家明昨日表示，該會呼籲內地和本港監管機構及

業界，盡快簽訂基金產品互認協議，落實相關安
排。該會估計若落實兩地基金互認，可帶來逾1,000
億元的離岸人民幣業務。

帶來逾千億元離岸人幣業務

關家明解釋，現時本港基金的資產規模達1萬億
美元，加上內地基金管理資產達3,000億美元，若互
認落實後，只要有1%基金有跨境活動，所創造的
人民幣需求絕對可超過1,000億元人民幣。他續指，
互認落實後有利兩地金融業發展，同時有助內地社
會保障及養老金的進步，兩地基金業人才質素也可
進一步提升。更大的動力是本港金融機構可參與內
地資產管理業務，從而令內地資本帳加快開放。他
又指，若互認基金協議牽涉兩地公司法及稅務等問
題，宜需盡速修例。

集思會顧問兼證監會非執行董事黃啟民表示，早
前證監會副行政總裁張灼華已詳細提及基金互認發

展的問題，呼籲業界要做好準備。

助吸引外資基金來港註冊

他認為，一旦兩地基金互認，將有助吸引外國基
金來港註冊，帶動投資管理、銷售、等相關專業發
展。他又指，中證監主席郭樹清早前亦提及希望
QFII額度可擴大10倍，反映兩地監管機構正 手研
究基金互認的發展，並認為最重要的是監管細則及
投資者的教育。

集思會顧問兼鷹達證券主席梁家齊表示，互認落
實最重要先訂立框架，有關安排可令人民幣產品及
投資者都更多元化。對國家來說，兩地基金互認將
是中國資本帳開放的另一里程碑，可大幅推動中國
民營資本作海外投資。對本港來說，可開拓一個數
萬億元且高增長的內地資產市場，使香港有望爭取
與倫敦、紐約、盧森堡等全球頂尖財富管理中心並
列，其推動力將數十倍於昔日強積金的成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遠威）中銀
香港資產管理推出首隻獲證監會認可
的人民幣高息債券基金，該基金主要
投資離岸人民幣債券市場，至少70%
資產淨值將投資於人民幣計價及結算
的投資產品，亦可將最多30%資產淨
值投放在非人幣計價投資，同時會利
用遠期貨幣合約與人民幣對沖。入場
費1萬元人民幣。

冀回報超過高單位數

中銀香港資產管理營銷及客戶服務
主管夏卓華昨表示，由於該基金可將
超過一半資產，投資於高收益的非投
資級別和未被評級的債券，靈活性較
高，較市面上其他產品有優勢。

「中銀香港全天候人民幣高息債券基
金」是該行首隻公開發售的人幣高息債
基金，認購費最多5.25%，管理費每年
1.25%，問及買家會否因此被蠶食回
報，夏卓華表示，由於該基金獲證監會
認可，作為基金經理一方按規定不可公
布投資回報目標，但各界可參考相關投
資回報表現，現時美元債券收益率約7
至8厘，離岸人幣債券約5厘，遠期人民
幣對沖約1.7至1.8厘，而今年人民幣可
望升值2%至3%；希望該基金回報可達
高單位數至低雙位數水平。

他續指，該行曾推出針對私人銀行
等高端客戶的人民幣高息債券基金，
故具有相關投資經驗，該現有基金過
績不俗，去年總回報近30%，由於並
非證監會認可基金，靈活性較大。由
於時機成熟，離岸人民幣市場得以發
展，故推出零售版人幣高息債基金，
但其靈活性及回報與現有基金不可比
較，加上今年投資環境未必可盡如人
意，故不可完全參考往績。

行政總裁區景麟表示，亞洲(日本除
外)高收益企業債券仍然非常吸引，非
投資級別債券的實際每年違約率已改
善至2.6% p.a.。預計新基金推出初
期，投資比重約75%於人民幣投資，
25%於美元投資。

電能海外溢利佔比5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嘉銘）

電能實業(0006)昨公布去年度全年業
績。期內錄得溢利97.29億元，按年
增加7%，其中51.08億元來自香港
以外地區業務，其餘46.21億元則來
自香港業務。每股溢利增至4.56
元，派末期息1.83元，連同中期息
0.62元，全年股息合共為每股2.45
元，按年增加5.6%。

全年賺逾97億增7%

主席霍建寧在業績報告中表示，
香港以外地區業績理想，溢利增長
12%，佔總溢利53%。香港業務溢
利則上升2%，而負責香港電力業務
之港燈年內溢利保持穩定，為45.42

億元，升1.4%，售電量亦較11年微
升。

可再生能源方面，南丫島西南部
擬建離岸風力發電場選址進行長達
一年之風力測量工作，已於本年2
月完成，預計風場項目將於2017年
完成，所產生環保能源將佔港燈每
年總發電量約1.5%。而去年南丫發
電廠太陽能發電系統容量增加接近
一倍，至934千瓦。

最後，霍建寧表示對於各界人士
在發生南丫島撞船事故後之艱難日
子裡給予的無限支持，尤其拯救團
隊、醫護人員及福利機構全力支
援、社會人士關愛以及各位同事無
私協助，表示最衷心謝意。

長科農業相關業務去年增36%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嘉銘）

長江生命科技(0775)昨公布2012年度
業績，全年營業額升29.4%至45.5億
元，純利增40.1%，至1.76億元，每
股盈利1.83仙，派末期息0.6仙，
2011年同期派0.5仙，按年上升
20%。

主席李澤鉅在業績報告中表示，

農業相關業務錄得穩健增長，營業
額為16.45億元，較去年上升36%；
保健產品業務之營業額為28.89億
元，較去年上升26%。醫藥研發方
面，公司現正就如何體現及提升黑
色素瘤疫苗項目的價值進行研究，
當中包括將有關項目上市之可行
性。

■中銀香港資產管理營銷及客戶服務

主管夏卓華(左)、行政總裁區景麟。

■左起：香港集思會顧問梁家齊、黃啟民和關家

明。 張偉民 攝

■ 生指數昨反彈217點，但即月期指在現貨收市後，低

水幅度再擴大至138點。 中通社

■海通國際副主席兼行政總裁林涌(右二)表示，不選擇配股融資，主要是考慮

不希望攤薄現有股東利益。 卓建安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