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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邁「五一」乏方向
內銀沖淡匯控ADR 期指結算日料平開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匯控在美國的預託證券(ADR)升逾
1%，惟建設銀行(939)及工商銀行(1398)的場外交易價均跌逾
0.8%，抵消前者帶來的優勢，預計大市只能平開。今日是期指結
算日，有分析員認為，港股會於現水平窄幅上落，好淡角力要踏進
下個月才有分曉。港股去年曾經歷14年最傷、全月狂瀉12%的
「五窮月」
，面對市場傳統「淡月」
，股民未敢貿然入場，大家都在
等待5月大市的方向。
一」假期前夕，滬綜指跌至 線、22,000點關及下降軌頂部共「五
，技術上已確認於21,423點見底，
近4個月新低，港股還算堅 關」
挺，上周五收22,547點，較上月尾收 港股已漸露向好訊號，今個月未必是
市高出248點。目前大市日均成交不 「 五 窮 月 」 以 外 ， 指 更 可 能 上 試
足600億元，差過3月，顯示資金未有 23,000點。
目前市場焦點放在歐洲央行會否在
大舉回流，大市牛皮格局未改，難以
5月初減息，後市將延續穩中向好走
在短期有大突破。
耀才證券市務總監郭思治分析稱， 勢。雖然內地股市因為「五一」長假期
近月資金的確流出港股到外圍，但不 休市，港股在期指結算後，或會短暫失
表示資金不會重回港股， 指的中期 方向，但他稱，若歐洲央行一旦減息及
調整已持續10周，調整幅度逾2,500 日本加碼量寬，將可提振股市。
點，應趨向結束跌市，故不應過分看
內銀保險股績佳或翻身
淡後市表現。
事實上，與去年的5月有所不同，
一上：技術走勢好轉
現時港股有不少的非權重類板塊，今
第一上海首席策略師葉尚志表示， 年來正穩步上揚，電力、新能源、燃
港股技術走勢有好轉跡象，上周更擺 氣、電訊設備、軟件、紡織出口、內
脫A股長期下跌的拖累，全周累升534 房、汽車及醫藥等多個板塊「輪住
點或2.43%，是今年1月以來最大單周 炒」，反而權重的內銀、保險股，明
升幅， 指已連破10天、20天、50天 顯跑輸大市，壓制 大市的升幅。另

「五

本港ADR上周五表現
股份

美國收報(港元)

較上周五港股變化

匯控(0005)

84.25

+1.02%

中移動(0941)

84.19

+0.11%

國壽(2628)

20.78

-0.57%

中石化(0386)

8.42

-0.61%

中海油(0883)

14.28

-0.80%

聯通(0762)

10.99

-0.85%

9.79

-0.87%

中石油(0857)

外，煤炭、資源、礦產、內需股都屬
弱勢股。
不過，由於部分內險、內銀股的首

■有業界人士
分析，儘管近
月資金流出港
股到外圍，但
指中期調整
幅度逾2,500
點，不應過分
看淡後市。
資料圖片

季季績較預期佳，部分弱勢股已難以
再跌，似乎暗示市場氣氛有改善跡
象，5月有機會來個「大翻身」
。

信銀攻高息中小企貸款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黃子慢) 受惠資金成本下降，
信銀國際零售銀行部去年淨利息收入較2011年增長
32.3%至9.2億元。該行執行董事、替任行政總裁兼個
人及商務銀行業務總監吳秋玉表示，中長線希望加
大零售存款的佔比至六成，及今年冀增加高息率貸
款的比重，如中小企貸款等，以帶動公司盈利。
該行去年淨息差按年擴大16點子至1.38%，改善主
要得益於人民幣相關收入增長及調高企業貸款定
價。隨 利息收益資產的溫和增長，淨利息收入按
年增長25.6%至23.39億港元。吳秋玉表示，該行去年
存款基礎壯大，零售存款上升9.8%至650億元，增幅
較市場優勝，主要歸功於擴大分銷管道及推出靈活
存款產品。

調高存款利率趨勢未成

■吳秋玉表示，信銀國際將重心放於高息率產
品，減低住宅按揭減少的影響，及有利擴寬息
差。
記者黃子慢 攝

她指，中長期冀提升零售存款對整體存款的貢獻
佔比，成為該行存款增長動力，以支持業務發展及
控制資金成本。對於有銀行調高存款利率，她指存
款利率受多個因素影響，而現時市場流動充足，暫
未見有上升的趨勢，個別銀行調高利率應只屬短期
推廣。
貸款方面，該行有抵押的中小企貸款去年錄雙位
數增幅。吳氏表示，該行今年會將重心放於一些高
息率的產品，以減低住宅物業按揭受到市場交投量

下跌而減少的影響，及有利擴寬息差。
吳氏稱，信行國際今年希望重點吸鈉中端客戶
群，其流動資產值30萬至100萬元，因過去該類客戶
佔公司比重只有單位數，期望今年可增加25%。她
表示，增加中端客戶可令公司規模更加平衡，而且
其財富增長潛力大，可累積上升成為高端客戶。她
補充，該行高端客戶，即「CITIC FIRST」客戶數
目已逾2萬名，按年增12.2%；管理資產增17.3%至約
590億元。

新概念分行存款吸納強
為配合擴大中端客戶群的策略，該行去年開設兩
間新概念分行，位於葵芳及觀塘，其存款吸納比傳
統分行增加26%，而中端客戶吸納數目亦有78%上
升。暫預計今年會再有3間新概念分行開幕，下一間
預於油麻地開業，而未來開設分行地點會集中於高
人流的地區，預期年尾該行分店數目為38間。
吳秋玉稱，今年會強化與母行中信銀行的協同效
應，如推廣跨境財務方案「商務通」
，為中小企客戶
提供綜合理財方案。而目前已經與中信銀行在廣
東、深圳等地的分行建立聯繫，未來會研究將合作
擴展至其他地區。今年於總行及兩家分行開設中小
企櫃台，以助開展中介服務、吸納存款，及為經中
信銀行轉介的內地客戶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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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洽談會在金鐘JW萬豪酒店隆重舉行。大
豐市委書記倪峰致辭，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
范大玉主持會議，市政協黨組副書記、大豐港
經濟區管委會主任倪向榮推介項目，副市長羅
強、鄧既明及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通達集團主
席、行政總裁王亞南，全國政協委員、香港來
來速遞公司董事長張閭蘅，香港中華煤氣公司
常務董事、行政總裁陳永堅，香港大昌行董
事、總經理李德華，香港惠浦創新光電有限公
司總經理聶燚等嘉賓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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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利好難阻利潤下滑
即使有短期利好，水泥行業的供需形勢還是
未能根本改變，就已公佈的一季度業績情況來
看，各個企業的利潤均出現不同程度的下滑。
淘汰落後產能會使得成本上升，如果在優質水
泥產品方面沒有突破，部分公司可能會出現虧
損。而轉型較好的公司依然會有不錯的利潤，
即便企業的毛利率會受到影響，整體銷售依然
能保持穩步增長。災後重建概念是短期的，整
個水泥行業的升級換代，兼併重組才是長期的
眼點。
（以上資料只供參考，並
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

中海發展冠德拓LNG運輸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黃詩韻) 中海發展股份(1138)攜手中石化冠
德(0934)拓展液化天然氣運輸業務。由兩間公司合組的中能運輸
投資公司，聯同商船三井，昨日分別與滬東中華及中船貿易於訂
立協議，建造6艘液化天然氣(LNG)運輸船，建造總代價約為15.1
億美元（約117.176億港元）
。
船隻代價乃經參考運力為16萬至17.5萬立方米的LNG運輸船在
過去12個月的市價釐定。LNG運輸船的預期交付日期分別為2016
年4月、7月、11月，2017年3月、7月和11月或之前。運輸船將出
租予中國石化，以供運輸天然氣用途。
中能運輸投資由中海發展與中石化冠德分別持有51%和49%股
份。另外，上述6艘LNG運輸船，由中能運輸投資和商船三井分
別持有80%和20%。據此，各自同意按比例就項目總成本20%提
供股東資金支持，冠德及中海發展同意按股權比例，向中能運輸
投資提供最多2.4113億美元(約18.76億港元)的股東出資。

責任編輯：陳 馳 版面設計：伍泳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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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7日上午，中國大豐（香港）沿海開放

中
銀
國
際
江
山
博
士

4月20日四川雅安發生黎克特制7級地震，據
四川省民政廳4月23日6時統計，雅安地震造成
193人死亡、25人失蹤、12,211人受傷。此次
地震距離2008年發生8級地震的汶川僅約100公
里。雖然雅安地震沒有汶川地震的破壞那麼嚴
重，但重大自然災害通常都會對股票市場產生
負面的影響。回看當年汶川地震之後，內地A
股沽壓大增，隨後的兩周內跌幅超過7%，港
股也跟隨下跌，同期跌幅逾3%。
遭沽壓的板塊主要是保險行業以及受災嚴重
的企業，然而災後重建題材卻利好水泥、鋼材
等板塊。由於地震造成大量房屋倒塌、基礎設
施損毀，在災後重建中，周邊市場水泥需求增
大，同時刺激價格上漲。在香港上市的國內水
泥公司當中，在西南和華中地區擁有較大產能
的公司僅有兩家，年產水泥均達到百萬噸級。
短期來看，相關水泥公司會逆市造好，長期走
勢則仍取決於新農村建設的需求。
汶川地區震後重建的建築物抗震性大大提
升，這次雅安市區就未受到嚴重損毀，受損嚴
重的都是縣鎮地區的房屋。相關部門必須嚴格
監控災後重建的施工質量，提升廣大農村地區
基礎設施的抗震性，災後重建工作也需要與新
型城鎮化、新農村建設結合起來，打造新型農
村社區。大量道路、水利以及學校和醫院等配
套工程的展開，亦會推動水泥行業的發展。

大豐沿海開放開發洽談會在港舉行
簽約項目35個 總投資61.2億美元
據 61.2億美元，涉及LNG接收站、LNG車船加氣

悉，此次招商活動總共簽約項目35個，總投資

站、數據中心、生物製藥、軟體記憶卡、油品倉儲等多
個領域。

倪峰致辭簡介大豐概況
倪峰在致辭中表示，大豐是江蘇東部、上海北翼的沿
海城市，是麋鹿故鄉、濕地之都、黃海港城、上海「飛
地」，具有港口與岸線、土地與灘塗、海洋與島嶼、風
能與光能等不可多得的資源。作為江蘇中部沿海新興港
口城市，大豐發展優勢獨特，前景廣闊。大豐港是國家
一類對外開放口岸，開通至日本橫濱港、韓國平澤港等
國際航線8條，與台灣基隆港直航，年內建成萬噸級泊
位16個，年吞吐能力達5000萬噸。大豐發展空間大，人
均耕地面積為江蘇省之首，沿海灘塗面積列全國之最，
風電場規劃總容量1000萬千瓦以上，佔江蘇省的三分之
一，發展光電、光伏產業和風光互補產業基礎雄厚。
大豐近年來搶抓江蘇沿海開發和長三角一體化發展兩
大國家戰略疊加機遇，堅持聚焦沿海、會戰沿海、決勝
沿海，以國際化企業為核心、國際化城市為基礎、國際
化港口為龍頭、國際化人才為支撐、國際化園區為載
體，全力招引更大的項目，建設更開放的載體，出台更
有含金量的政策，組織更有集聚功能的活動，全面推動
擴大開放，全力建設江蘇沿海特色產業港、長三角北翼
綜合性商港、中國中部出海大通道、國家有潛力的藍色

■此次洽談會現場簽約21個項目
經濟增長極。倪峰表示，希望借助香港這一自由港和重
要金融服務業中心的平台展示大豐獨特的生態環境、發
展資源、投資環境和產業基礎。他同時也歡迎大家到大
豐走一走看一看，感受大豐優惠的政策與服務。
倪向榮隨後向大家介紹了「十二五」期間大豐全力發
展新能源、海洋生物、新材料、高端裝備機械等新興產
業，以及升級傳統產業、提升現代服務業的「三大產業」
計劃。大豐現有包括兩個省級綜合型開發區在內的5個
開發區，以及17個特色產業園，並始終堅持「資源換項

目、不惜代價招項目以及參股合股控股辦項目」的理
念，以開放的胸懷，歡迎大家前去投資興業。此外，香
港悅豐集團總裁潘東凱、香港富士科技有限公司副總經
理賴文欽也在推介會上作了發言。
在港期間，大豐市招商團隊一行20多人先後拜訪了香
港中華煤氣公司、香港惠浦創新光電有限公司、香港樺
暉集團、香港新財富集團、香港年華控股有限公司以及
蘇里南共和國駐香港領事館名譽領事駱昊霆等等，雙方
就投資環境、項目合作等事宜進行了深入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