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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公斤條現貨金交收價 261.45（元/克）

焯華999.9千足金
電子商務

首家香港金銀業貿易場
人民幣公斤條流通量提供商

指昨日原本低開，但內地出口數據理想，令
投資者憧憬歐美經濟復甦，可帶動內地出口表
現，預期下半年中國經濟也可開始復甦，中資金
融股及資源股上升，帶動 指以近全日最高位收
市，收報22,271點，大升463點或2.13%。大市還
連過3關，升穿10天(21,958點)、100天(21,897點)及
牛熊線(21,837點)，成交額增大至650億元。

估值低殘 資金流入「撈底」

從港匯指數的變化分析，不似有資金大舉流入
本港的跡象，但第一上海首席策略師葉尚志表
示，外圍股市升至現水平，的確有回吐壓力，加
上A股及港股的估值甚低，中線也會吸引資金流
入「撈底」，尤其是一些低殘股份，好像中資金
融股及資源股等。雖然目前難以預計有多少資金
正流入兩地股市，但如果整體市場氣氛好轉，不
排除基金大戶會「搶貨」，加上歐美經濟有望復
甦，故他看好下半年港股表現，預期可重上
23,000點水平。

新增貸款勝預期 內銀回勇

目前，多條移動平均線勢頭已轉向上，並聚集
於21,900點水平附近， 指轉勢訊號強烈。國指
更跑贏大市，急升328點或3.4%至9,928點，主要
有賴即將公布業績的中資金融股「大爆發」，平
保(2318)以22.8億元的高成交，推動股價大升
7.27%、太平(0966)亦升7.75%、國壽(2628)大升
4%。內銀股方面，民行(1988)牛氣衝天，成交激
增至13.2億元，股價狂飆7.44%，重回8元水平。
將於本周五率先公布業績的招行(3968)升逾4%，
工行(1398)、農行(1288)、建行(939)、中行(3988)各
升3.2%、3.85%、3.7%、2.2%。

葉尚志表示，內地7月人民幣新增貸款勝預
期，是內銀股回勇的原因，投資者需留意資金會
否繼續流入大市，但內銀股估值甚低，有頗強的
防守力，若資金轉炒內銀股，相信還有一段上升
空間，建議現水平可考慮入貨。

炒復甦 資源股航運股受捧

資金炒作經濟復甦，資源股及航運股自然成為
炒作對象。中煤(1898)、神華(1088)及兗煤(1171)各
大升4.56%、4.9%及9.9%。中海發展(1138)、太平
洋航運(2343)各升6.8%、3.56%。弱勢的金礦股爆
升，招金(1818)及紫金(2899)各飆17.4%及10.7%，江
銅(0358)升7%、馬鋼(0323)及鞍鋼(0347)均升逾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內地上周

五公布的經濟數據令人滿意，尤其是出口

數字向好，更令一眾市場人士「跌眼鏡」，

昨匆匆「入貨」或補倉，令大市連過三

關。其中以中資金融股及資源股等長期弱

勢股份，最受資金的青睞。中資金融股指

數昨日急升4.12%，是近期少見的強勢。

有基金經理指出，美股在高處現疲態，日

本的經濟數據也不太理想，資金遂換馬至

A股及港股，令兩地股市昨日飆升，成交

也是相隔半個月後，再次升越600億元。

經濟數據勝預期 A股漲逾2%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楚茵）中電（0002）昨公布中
期業績，純利37.67億元，按年升12.2%，差過市場預
期；每股盈利升7.2%至每股1.49元，派第2期中期息每股
0.53元。期內營運盈利38.96億元，與去年同期相若。香
港電力業務盈利上升5.5%至34.17億元，售電量減少1.5%

至14,806百萬度。澳洲業務持續經營困難，
更轉盈為虧，上半年虧損達4,500萬元，去年
同期盈利為2.68億元。印度業務虧損再擴
大，上半年虧損增至2.12億元，較去年同期
虧損1,900萬元增逾11倍。

澳洲業務轉虧 困難持續

對於澳洲業務由盈轉虧，集團總裁及首席
執行官包立賢表明不滿意，更直言無可能於6
個月內轉虧為盈。他指澳洲批發電價受壓令
盈利大幅下跌，商品價格下跌和出口需求疲
弱亦令工業客戶的用電量下跌，住宅客戶的
用電需求又因多採用太陽能光伏系統及節能
而減少。

面對多方需求放緩，未來或需要關閉部分
發電成本較高的電廠，但他指，早前完成收

購的Mount Piper電廠和Wallerawang電廠，將可以比現時
更低成本，以及解除售電權協議的運作方式營運，將有
利澳洲業務表現。但他估計無可能於半年內將澳洲業務
轉虧為盈，但仍對業務有信心，惟需時間才可達預期回
報。而市場一直傳出中電或會分拆Energy Australia業

務，包立賢指，現時會以扭轉澳洲業務表現為先，以後
才考慮分拆事宜，但認為未來一兩年內分拆的可能性不
大。

燃煤供應不足 印度勁蝕

印度業務虧損持續擴大，他指，關鍵在於當地Coal
India的燃煤供應不足且質素差劣影響，上半年當地電廠
可用率僅維持在40%以下水平，影響了電廠的營運，但
此為當地整個市場面對的問題，非中電獨有。但期內已
爭取額外的燃煤供應，獲當地政府批准於明年5月底前進
口1.7百萬噸燃煤，約為所需供應量的三分之一，預料將
可增加電廠可用率。

本港電力業務方面，總售電量比去年同期減少3.8%至
15,426百萬度。期內本地售電量同比減少1.5%至14,806百
萬度，主要因住宅客戶售電量下跌6%，以及製造業客戶
的售電量下跌2.8%影響，但商業客戶和基建及公共服務
客戶的售電量輕微上升。而整體下跌則受第一季的濕度
和第二季的溫度均低於去年同期，以及2012年因閏年而
多出一日所致。售予內地電量則同比減少38.1%至620百
萬度，主要由於集團承諾售予廣東電網公司的電量下降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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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遠威）政
府將於本周五（16日）公布香港第2
季經濟增長數據， 生銀行發布新
一期《香港經濟脈搏》報告，預期
本港次季經濟增長3.3%，按季加速
0.5個百分點，由於本港次季經濟活
動轉趨活躍，消費開支增長維持強
勁，商業投資亦呈復甦跡象，但出
口表現仍受內地經濟放緩拖累。預
料經濟增長趨勢將在下半年延續，
維持全年經濟增長預測3%。

消費續勁 商業投資趨復甦

生表示，本港消費開支維持強
勁增長，料次季零售銷售額增長按
季增加2.2個百分點至16.1%，零售
銷售貨量增長15%。商業投資有復
甦跡象，但出口表現疲弱，料出口
總值增長跌1.5個百分點至2.4%；入
口總值增長跌1.4個百分點至3.5%。
估計消費物價（通脹率）將由3.7%
上升至4%；失業率維持3.4%水平。

生亦指，私人市場仍可望受惠
於勞工市場暢旺，但內需進一步擴
張的空間有限，認為未來本港經濟
增長表現，將視乎美國及日本經濟
復甦可否抵消內地經濟放緩的影
響。預料受內地經濟影響，本港出
口表現短期難以顯著回升，故調低
今年本港出口增長預測2個百分點至
4%，但維持全年經濟增長預測
3%。

「財仔」擬上市
亞洲財務好事近

■藍淩志（左）將在9月底接替包立賢任中電總裁及首席執行官。而

卸任的包立賢，將會轉到集團主席米高嘉道理的家族私人辦公室任

職，並留任中電董事會。 中通社

香港文匯訊報（記者 黃子慢）自靄華押業
(1319)招股大受歡迎後，市場消息指，多間俗稱

「財仔」的財務公司都部署上市大計，市場龍頭
之一亞洲聯合財務(UA Finance)似乎亦有此意，其
行政總裁長原彰弘接受《彭博》訪問時表示，倘
若市場氣氛改善，而又能獲得較佳的估值，會傾
向將亞洲聯合財務到本港主板上市；惟他稱，公
司目前未有上市計劃。他又指，上市將可改善公
司的透明度及有助其取得資金作業務拓展；而據
了解，該公司上市的目的為取得資金加大力度拓
展內地市場。

「發達太太」正物色投行

另外，有傳計劃上市的還有香港信貸，而米蘭
站(1150)大股東姚君達旗下兼營名牌手袋貸款服務
的「發達太太」，亦考慮日後上市；他雖稱「發
達太太」今年不會上市，但據了解，其目前正物
色安排投行，由於擬上市的公司一般要投行培育
兩年才會上市，故現時聘保薦人，正是為兩年後
上市作部署。

集成擔保最快下月招股

市場消息又指出，佛山市集成金融集團擬將從
事擔保業務的集成擔保上市，集資最多約1億
元，安排行包括第一上海，最快會於9月招股。

中華120期貨
首日成交133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港交所(388)新產
品中華120期貨(CHH)昨日首天面世，全日只有
133張成交，中華120指數升110點，收報3826點。
輝立證券董事黃瑋傑表示，對中華120的表現不感
到意外，始終新加坡的A50期貨有較長歷史，相
信中華A80推出後，成交會比中華120好。

撼新交所A50期貨不容易

他表示，港股開市後45分鐘，中華120的即月合
約成交只有22手，同一時段內，新加坡的A50期
貨成交已超過兩萬張，與 指同期的成交量相
若。從兩者的成交量可見，中華120期貨要與新交
所的A50期貨搶生意實在不容易。

不過，他認為，中華120期貨算是「生得逢
時」，適逢首天登場，A股及港股都大幅上升，A
股三大指數升幅超過2%，帶動中華120指數急升
逾3%，最高見到3,833點。他指出，中華80的成
份股為全A股，相信更合乎市場對沖A股風險的需
要，故希望有關指數早日推出。

資金掃貨 港股連過三關
內銀資源股大爆發 指飆463點重上牛熊線

9家內銀預期中期盈利平均增10.3%
淨利潤預期中值（元人民幣）

工商銀行 1,362億（11名分析師，預期1,338-1,382億）

建設銀行 1,178億（11名分析師，預期1,165-1,201億）

農業銀行 896億（11名分析師，預期884-919億）

中國銀行 783億（11名分析師，預期770-812億）

交通銀行 343億（10名分析師，預期335-348億）

招商銀行 259億（10名分析師，預期253-263億）

中信銀行 197億（10名分析師，預期182-208億）

民生銀行 222億（10名分析師，預期207-231億）

重農商行 32.3億（8名分析師，預期31.9-32.6億）

資料來源：彭博

昨日升幅顯著板塊
股號 名稱 昨收(元) 變幅(%)

內銀股

1988 民生銀行 8.09 +7.44  

0998 中信銀行 3.71 +4.21

3968 招商銀行 13.28 +4.08

1288 農業銀行 3.24 +3.85

0939 建設銀行 5.85 +3.72

內險股

0966 中國太平 11.68 +7.75

2318 中國平安 53.15 +7.27

1336 新華保險 21.40 +4.39

2628 中國人壽 19.26 +4.00

2601 中國太保 25.50 +3.87

金礦金屬股

1818 招金礦業 6.07 +17.41

2899 紫金礦業 1.86 +10.71

3330 靈寶黃金 1.77 +9.26

0358 江西銅業 15.22 +7.03

2600 中國鋁業 2.64 +6.02

煤炭股

1171 兗州煤業 6.55 +9.90

1393 鼎實業 1.49 +6.43  

0866 中國秦發 0.67 +6.35

0639 首鋼資源 2.64 +6.02

1088 中國神華 24.50 +4.93

水泥股

1136 台泥國際 2.34 +10.38

0691 山水水泥 3.47 +9.81

3323 中國建材 7.71 +6.20

2009 金隅股份 5.30 +5.79

1893 中材股份 1.74 +4.82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裘毅 上海報道）A股做多熱情旺
盛，上周末內地公布的7月份經濟數據和金融數據基本好
於市場預期，經濟數據令市場情緒有望繼續改善，滬深股
指昨日高開高走，放量大漲。資源、金融等權重板塊集體
大漲，帶領兩市股指放量上攻，成功穿過短期壓力平台，
上證綜指收報2,101點，逼近兩個月收市高位，升2.39%，
成交增至1,164.89億元（人民幣，下同）；深成指收報
8,356點，漲2.59%，成交增至1,266.17億。

成交大增 滬指重上2100 

上周末內地公布的7月份經濟數據和金融數據好於市場
預期，昨資源煤炭股大漲8.10%領跑大盤，金融、有色金
屬漲超3.6%，水泥、釀酒食品、房地產等漲幅居前。

申銀萬國證券分析師表示，美元指數走低、國內經濟數
據向好，導致周期品種的反彈，昨有色金屬、採掘成為做

多主力，加上金融板塊的貢獻，主板指數一片形勢大好。
中新社引述國都證券策略分析師蕭世俊表示，昨天A股

的走強主要是由於近期發布的宏觀數據好於市場預期，投
資者對經濟基本面的信心有所好轉。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
示，7月份中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實際增長9.7%，
比6月份加快0.8個百分點，創近5個月來新高。貿易數據好
轉，7月份中國進出口總值2.19萬億元人民幣，比去年同期
增長7.8%，其中出口1.15萬億元，增長5.1%；進口1.04萬
億元，增長10.9%；7月份中國出進口增速相比6月份雙雙
由負轉正。從總的特徵看，中國經濟已顯現出穩中趨升態
勢，GDP增速有望在三季度止跌回升。

針對未來的走勢，蕭世俊認為，儘管昨天A股漲勢凌
厲，但考慮到新股發行重啟在即、上市公司披露半年報、
流動性尚未明顯好轉等風險因素，預計未來漲幅有限，大
盤或圍繞2,100點的中樞作窄幅震盪。

■內地經濟數據提振， 指昨急升463點，成交增至650億元。

中通社

中電半年多賺12%遜預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