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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價系統擴會員模擬交易試點範圍

上交所擬推藍籌期權

世茂售樓價量翻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嘉銘）去年轉型做「收租
佬」的SOHO中國（0410）昨公布，去年營業額按
年上升169%，至153.05億元（人民幣，下同），期內
純利105.85億元，按年上升172%；不計入投資物業
的評估增值，核心純利為33.35億元，升135%，主要
由於去年銀河SOHO項目完工交付，結算建築面積
大幅提高。每股盈利2.051元，派末期息13仙。

去年多建樓面1.36倍

期內，毛利潤按年大增230%至90.07億元；毛利率

由48%升至58.8%。除稅前溢利按年增165%至181.95
億元，核心純利潤率約為22%。去年結算的建築面
積23.68萬平米，按年上升136%；結算的可售面積均
價每平米66,639元，按年增長18%。集團主要銷售來
自銀峰SOHO及SOHO中山廣場，此兩項目合同銷
售金額共計約94.68億元，合同銷售面積為18.5萬平
米，均價每平米約50,531元。

截至去年底止，淨負債與公司股東應佔權益比率
為2.6%，現金超過220億元。集團表示，本年仍將專
注於上海和北京土地、項目的收購，並強調「開發

－持有」模式產生的租金收入比「開發－銷售」模
式產生的銷售收入更穩定，可預見性更強。

另外，SOHO中國指，就收購上海外灘項目，公
司與中國內地法律顧問認為，是項收購並不涉及復
星國際(0656)持50%的上海海之門股本權益轉讓，故
相信收購海之門的全部股權並不構成復星早前所指
稱的違反其優先收購權，認為法院不大可能頒令指
其收購無效。假如復星勝訴，公司會停止將上海海
之門列為SOHO中國的合營公司，並要求原有股東
退回已付收購上海海之門的價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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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HO中國實賺33億增1.35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融雪、吳文倩）江西銅
業（0358）董事長李保民表示，由於內地城鎮化
發展，對銅的需求增長勢頭很猛，而中國又是全
球第一銅消費國，因而預計今年銅價可能上漲。

李保民在北京出席全國人大會議時說，今年銅
價區間可能為每噸8,000至8,300美元，均價可能為
8,100美元左右。又指江西銅業今年料生產122萬
噸精煉銅，去年為120萬噸；出口情況將取決於上
海與倫敦的價差。

江西銅業3月4日在北京宣布李保民就任董事
長，代替就任江西省副省長的李貽煌。李保民是
高級經濟師，此前為江銅黨委書記、副董事長，
大學一畢業就在江銅工作至今。

道指百年高 A股續反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裘毅 上海報道）周二大幅反彈之後，滬深

股市昨繼續震盪收高，將周一大跌的失地全部收回。滬指收報2,347
點，上漲20點或0.9%；深成指報9,431點，上漲89點或0.96%，兩市
成交1,254億元（人民幣，下同)和1,294億元。

隔夜道指創百年新高，而日經指數午後繼續高舉高打，直逼
12,000點再創年內新高，受此提振亞太市場依然無一下跌，也刺激
本略走軟的滬深股指再度轉強，最終使得兩市小幅收漲。

概念股表現活躍領漲

盤面上，除券商和供水供氣板塊下跌，其餘板塊普漲。小盤題材
概念股表現活躍領漲，助推創業板指漲1.67%遠超大盤。觸摸屏、
蘋果概念、雲計算、鋰電池、生物疫苗等題材板塊漲幅居前。兩市
超8成股票上漲，32股漲停無跌停。

分析人士認為，連續兩天反彈後，大盤技術形態得以進一步修
復，市場恐慌情緒也基本得到平復。但連續上漲之後關注主板仍存
的缺口壓力以及小板的跳空超買壓力，無論缺口在上或下都會在獲
利盤積累上體現出來，60日線或還需確認。短期看市場受到政策及
消息面等外在因素仍然較大，尚不具備展開新一輪上攻的條件，預
期大盤在年線上方展開箱體震盪可能性較大。

建行：增城鎮化貸款

標普料內銀不良貸款率升至3% 余永定：人幣波幅限制可擴大

香港文匯報訊 城鎮化已經成為中國內地最熱的話題。中國建設銀
行(0939)行長張建國昨日表示，今年貸款增速料保持平穩，但一定會
增加城鎮化相關貸款投放；海外擴張方面則希望能在東南亞地區、
台灣地區有更多斬獲。

據路透引述張建國在北京出席兩會時表示，對於建行今年貸款增
速的預計是保持平穩。他說之前央行搞了一個「商業銀行存款準備
金動態管理模型辦法」，根據這個辦法執行下來，建行的貸款增速
是平穩的。

「積極穩妥推動城鎮化健康發展」被寫入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
被問及是否會增加城鎮化貸款投放時，張建國作了肯定的回答，並
稱建行剛搞了一個服務城鎮化貸款管理辦法。

海外併購主力東南亞

對於海外擴張，張建國指，東南亞是非常好的目標市場，希望得
到更好的併購機會，目前相關的工作有專門的小組在負責。而收購
目標首選商業銀行，最好是有一定合理的網絡布局的商業銀行，在
當地經營良好的商業銀行，其次也不排斥商業銀行以外的金融機
構。

同時，他希望能在台灣控股或收購一家小型銀行，或者入股一家
規模較大銀行的19.9%。目前建行在台北有一家代表處，張氏希望
能夠盡快拿到牌照，升格為分行。

3年超美 華膺最大豪車市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諮詢公司麥肯錫發佈的

最新研究報告稱，截至2012年，售價超過20萬元人民幣(下同)的豪華
汽車在中國銷售已經達到125萬輛，僅次於美國，位居世界第二。
最快到2016年，中國即可超過美國，躍居世界最大高端汽車市場。

過去十年，中國高端汽車市場以年均36%的速度持續增長，麥肯
錫預計，從現在到2020年，中國高端汽車市場將保持年均12%的增
長速度。至2020年，中國高端汽車的年銷售量將達到300萬輛，基本
與西歐市場銷售量持平，而美國市場同期年銷售量預計為230萬
輛。事實上，中國最早有望在2016年以225萬輛的年銷售量超越美
國，一舉晉陞為全球最大的高端汽車市場。

富裕家庭增促銷量

麥肯錫調查顯示，在擁有高檔汽車的1,200位受訪車主中，其平均
家庭年可支配收入達到45萬元，其中超八成家庭年可支配收入超過
20萬元，麥肯錫預計，到2020年這樣的「富裕家庭」將以每年16%
的複合增長速度增加，這將為高檔汽車市場壯大提供強大支撐。

正在出席全國人大和政協會議的桂敏杰昨天對
媒體表示，上交所今年將推出個股期權。就

期權具體業務，他指會在競價系統全面擴大會員
模擬交易試點範圍，完善個股期權業務方案、規
則體系、風險控制體系等各項工作，同時在機構
投資者服務平台上先行推出。

研下放再融資審核權

至於再融資是否將下放證交所審批，他表示，
再融資進行適當的審核機制調整是必要的，交易
所正在積極配合，承擔起部分再融資功能。目前
上交所正在做制度等方面的研究，以配合好再融
資體系改革。

就未來新三板轉板滬深市場，桂敏杰還指出，
轉板並不是簡單能夠申請掛牌，將會出台一套制
度安排。路透社指，本月稍早前，有媒體援引中
國證監會相關部門負責人稱，再融資審核權下放
相關問題還在探討研究當中，由於上市公司再融
資與IPO（首次公開發行）不同，應當形成差別化
的審核機制。

自去年下半年以來，為穩定市場，A股新股發行
已暫停。去年底證監會發布的關於做好首次公開

發行股票公司2012年度財務報告專項檢查工作的
通知，預示 至少到今年3月底，都是IPO的真空
期。對於IPO恢復時間表，桂敏杰表示希望越快越
好，預計待時間條件成熟後便會恢復。

深交所重點提高併購效率

同日，全國人大代表，深交所總經理宋麗萍在
全國兩會廣東團小組討論會上表示，今年深交所
將併購作為重點工作，爭取優化政策環境，簡化
程序，提高併購效率，讓優勢企業利用資本市場
平台做強做大，推動行業整合，淘汰落後產能，
為市場發展再造一條存量優化的新路。

去年大部分時間A股表現不濟，但在12月卻大幅
反彈，今年頭兩個月A股強勢未減。據中登公司最
新數據顯示，上周的五個工作日(2月25日至3月1日)
內，滬深兩交易所新增A股開戶數為15.63萬戶，較
前一周增加7%，創2012年3月30日以來新高；新增
B股開戶數為627戶。截至3月1日，A股持倉賬戶數
為5,452.92萬戶，較前一周增加18.46萬戶，A股賬
戶持倉比例為32.39%，為持倉賬戶連續第二周回
升。

同期，基金開戶方面，上周新增基金開戶數
14.24萬戶，按周增長39.54%，創2008年初以來新
高。

香港文匯報訊 內地滬深A股在去年底復

甦後，市場人氣大增。對於今年的工作重

點，上海證交所理事長桂敏杰昨天表示，

為打造藍籌股市場，上交所正計劃讓大的

藍籌股公司推出期權，從而將有利於機構

投資者進行對沖套利。而深交所總經理宋

麗萍則稱，今年將併購作為重點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黃嘉銘) 世茂房地產(0813)
昨公布，2月的合約銷售額約為32.5億元(人民幣，
下同)，按年增60.1%；合約銷售面積約27.02萬平
方米，按年增32%，而2月平均銷售價格為每平方
米12,153元。另外，截至2月28日止首2個月，集團
合約銷售總額約73.7億元，合約銷售總面積約為約
60.65萬平方米，按年分別增151%及137%。

越秀地產(0123)2月錄得合同銷售金額約11.42億
元，按年增29%，合同銷售面積約7.09萬平方米，

按年降4%。於2013年1至2月，公司累計合同銷售
金額約40.2億元，合同銷售面積約28.29萬平方米，
按年分別升288%和237%。累計合同銷售及訂購金
額約為49.4億元，合同銷售及訂購面積合共約34.84
萬平方米。

中駿置業2月簽約4億增倍

另外，合景泰富(1813)表示，2月份的預售金額約
為11.35億元，按月減少15%，按年則增加90%。預
售建築面積約為84,460平方米，按月減少15%，按
年則增加71%。

中駿置業(1966)稱，2月實現合同銷售金額約4.08
億元，合同銷售面積48,769平方米，按年分別上升
99%和105%。截至2月28日止，首2個月之累計實
現合同銷售金額約8.31億元，累計合同銷售面積
95,049平方米，按年分別增188%和169%。至於截

至上月底止，集團擁有土地儲備合計總規劃建築
面積約909萬平方米，其中集團權益部分面積合計
約651萬平方米，已簽訂框架協議但尚未完成公開
投標程式的面積，合計約15萬平方米。

深控2月多售樓減16％

深圳控股(0604)2月合同銷售額約2.43億元，合同
銷售面積約為27,054平方米。分別減少約8%及
16%。今年首兩個月，集團總合同銷售額達8.17億
元，較去年同期升155%。

建業地產(0832)表示，截至2月底合同銷售金額達
21.3億元，按年上升47.3%。銷售面積達306,238平
方米，按年上升89.3%。單計2月份，合同銷售金
額達4.51億元，較去年同期上升59.4%；銷售面積
70,099平方米，按年升76.2%；平均銷售價格每平
方米6,432元，按年下降9.4%。

■世茂房地產昨公布2月的合約銷售額約為32.5億

元。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遠威）信貸
評級機構標準普爾預期，今年中國內地
經濟向好，內地銀行展望為「穩定」，
雖然內銀的不良貸款比率或將由去年底
2%上升至今年底的3%，資產收益率

（ROA）亦可能跌至0.9%至1%水平，但
相信風險程度仍屬可控。

標普信用分析師曾怡景昨在電話會議
上表示，受累於環球經濟波動，內地出
口增長放緩、企業盈利受壓，加上地方
政府債務問題構成風險，以及新樓市調
控政策帶來壓力，內銀盈利能力及資產
質素大打折扣，預料今年底不良貸款比
率將上升至3%。內銀信用情況及財務表
現或將惡化，料資產收益率可能由1.1%
跌至1%，但相信在盈利支撐下，風險程
度可控，故今年展望穩定。

資產質素轉弱存風險
他表示，內地利率自由化走勢持續，

去年人行減息的負面影響亦將在今年全
面反映，加上資產質素轉弱，內銀面對
風險不容忽視，不良貸款比率將進一步
上升，並警告若內地經濟硬 陸，而且
不良貸款比率升幅超出預期，便可能需
要下調內銀評級，但預期中央會在有關
風險因素上作出管理，維持銀行體系穩

定，相信不良貸款比率仍會在合理水
平。

他續指，內銀競爭情況加劇，下調信
用卡收費影響了有關收入，同時開展相
對高風險的理財產品，均可能對中資銀
行構成壓力。

澳洲日本增長或放緩
整體亞太區而言，標普信用分析師

Ritesh Maheshwari認為，環球貨幣寬
鬆，有大量資金流入亞太區，促使區內
樓價高漲，預料今年首季仍對銀行業造
成額外風險。資金流波動和相關管理措
施將對大部分亞太區國家帶來風險，由
於或會影響地區貿易流通和競爭力、增
加資產和信貸泡沫，刺激商品價格及匯
率波動。歐元區放水，美國經濟復甦，
而且貨幣政策收緊機會較微，利好亞太
區經濟前景，相信今年區內經濟可較去
年略為好轉或持平，惟澳洲及日本的經
濟增長或將放緩。

他表示，亞太區內銀行資本較為充
足，流動性亦強，加上獲政府大力支
持，相信在資產質量及盈利受壓下，仍
能夠支持區內銀行評級。預期今年亞太
區經濟增長5%；而內地經濟增長急降風
險淡化，預期今年經濟增長仍可達8%。

香港文匯報訊 近年來，人民
幣國際化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中
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余永定認
為，在推進匯改方面，中國今年
可能進一步擴大人民幣匯率日漲
跌幅限制，有望從1%擴大到
3%，或者5%甚至7%，並要堅
持對跨境資本流動的管理，但資
本賬戶的開放則要講究時序。

余永定出席兩會期間表示，中
國目前國際收支處於大抵均衡的
狀態，央行減少對外匯市場干預
並讓市場決定人民幣匯率的條件
是比較成熟的，且在金融改革
中，匯改相對容易。他指出，央
行匯改的一貫政策是逐步和漸進
的，現在提高到1%之後實際情
況是比較穩定的，那麼提高到
5%、到7%，甚至逐漸到15%應
該沒問題，「到了那個時候就等
於放開了」。

人民幣貶值有害無利
對於發達國家競相貨幣貶

值，余永定認為，發達國家的
競爭性貨幣貶值目前還沒有發
展到貨幣戰的地步，而考慮到

中國長期雙順差的格局積累了
大量外儲，中國應該提升內
需，且沒有必要通過人民幣貶
值來應對。他指出，要全面看
待貨幣貶值，貶值的確會換來
出口份額的增加，但卻會帶來
貿易條件的惡化，對中國全民
福利的增加沒有好處。

開放資本項看準時序
並將資本項目的開放時序放

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強調資本
項目的開放要講究一定時序，

「資本項目的自由流動是有助於
提高效率，但也帶來很多風
險，關鍵是看風險抵抗能力大
不大，只有把工作做足了，才
談得上資本項目的開放，時序
問題是非常重要的。」

余永定並認為，隨 央行減
少對外匯市場干預，並在進出
口貿易中推進人民幣結算，可
以預期在未來一段時間資本項
目資金的流入流出對中國外匯
儲備的增減會有越來越大的作
用，人民幣匯率走向的預測也
將會變得越來越難。

■上海證券交易所今年將推出個股期權。圖為上交所大堂。 資料圖片

■李保民就

任江銅董事

長執掌銅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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