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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資料 2013年09月02日

人民幣公斤條現貨金交收價 273.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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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積金又見紅 人均蝕千五
上月回報跌0.84%  資金撤離亞股慘敗

理柏昨公布，8月整體強積金回報虧損0.84%，24個
基金分類有20個出現下跌，當中亞太區（除日本）

股票基金受挫跌2.33%，惟中國股票基金維持上月升
勢，錄得回報1.78%，表現明顯領先。累計今年首8個
月，強積金回報仍有1.11%增長。

醫療保健股基金罕有轉虧

美聯儲表明計劃逐步退出量寬，市場預計美元利率將
會回升，外資紛紛撤離亞洲，導致亞洲貨幣急跌，亞太
區基金表現偏軟。8月份亞太區（除日本）股票基金跌
2.33%，累計8個月更錄得5.37%跌幅。8月港股基金跌
0.3%，但相較期內港股跌幅0.7%，情況未算嚴峻；過
往表現持續向好的醫藥及醫療保健股票基金，亦罕有錄
得3.09%虧損；同樣受資金外流拖累，令包括醫療保健
等防守性股票表現轉弱。

中國股票基金回報逆市升

在8月錄得單位數或以上回報增長的僅有中國股票基
金，單月回報1.78%；惟累計今年首8個月，基金回報虧
損7.64%，是繼韓國股票基金外，累計虧損情況最嚴重
的基金。歐洲股票基金升勢放緩，8月回報0.15%，累計
8個月回報則為12.18%。此外，環球股票基金虧損
1.41%，累計8個月則增長6.36%。

康宏：美退市利好多於利淡

康宏理財強積金業務拓展董事鍾建強表示，美國計劃
退市屬好消息多於壞消息，反映當地經濟逐步復甦，消
費能力增加，利好環球市場以至中國內地出口經濟，認

為投資者毋需過分憂慮。打工仔在資金撤離亞洲的環境
下，如有意涉足外圍市場投資，建議考慮環球股票基
金，由於受惠經濟復甦股市向上時，其增長幅度可較單
一美股基金強勁。

據積金局數據顯示，截至6月底，強積金總淨資產約
4,521億元，8月錄得虧損近38億元，按全港261.2萬名供
款成員計，8月份平均每名打工仔虧蝕1,453.92元。累計
今年首8個月，打工仔人均獲利1,921.25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卓建安）以銀
保業務為主的中銀集團人壽，正組建
自己的銷售團隊，拓展非銀行銷售渠
道。中銀集團人壽執行總裁蔡中虎透
露，公司希望在今年底之前落實組建
自己的流動銷售團隊，第一步目標是
100人，而未來希望其非銀保業務可佔
整體業務的四分之一。

組建流動銷售團隊

蔡中虎昨日出席公司活動時表示，
目前中銀人壽雖然已開始嘗試透過經
紀人公司銷售保險，但所佔份額很
少，而主要仍透過中銀香港（2388）
旗下分行銷售保險產品。在銀行分行
銷售保險有局限，未能服務所有客
戶，因此公司計劃組建自己的流動銷

售團隊，而有關團隊與一般的保險經紀又有所不
同，但他未作進一步解釋。

人幣保單銷售理想

在談到今年人民幣保單銷售情況時蔡中虎指
出，今年該公司人民幣保單仍銷售理想，新造業
務保費收入佔新造業務總保費收入的六成。

對於今年金管局對投資相連保險的銷售作出規
范，他指有關措施是金管局出於保障投資者利益
的考慮，他表示支持，但由於在銀行分行銷售有
關保單所需時間較多，不符合成本效益，因此中
銀人壽仍暫停銷售有關投連險的保單。他認為，
有關保單應該在銀行分行之外來銷售。

中銀人壽昨宣布推出最新一輯的電視廣告「愛
成就孩子的世界」，蔡中虎表示，有關廣告的要
旨是父母不要以自己的角度來處理孩子的未來，
而應從孩子的角度出發，為此公司將於本月23日
特別推出「世界觀成長保險計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遠威）中資銀行仍受制於
內地資金緊絀，為滿足最新資本要求，銀行積極吸
納人民幣存款資金。繼上月建銀亞洲大幅上調個別
客戶人民幣定存利率至5.4厘後，交銀香港亦於昨日
宣布，將人民幣定存年利率調高至3.4厘。業內人士
預期，人民幣存款競爭會在年內持續，存戶不妨把
握資本增值機會。

交銀香港昨開始，為500萬元或以上人民幣資金，
敘做6個月或9個月定存，提供年利率3.4厘。50萬元
或以上人民幣6個月及9個月定存，年利率則分別為
3.2厘及3厘。此外，該行提供港元定存優惠，6個月
或9個月定存，5萬、50萬及500萬元港元資金，年利
率分別為1.11厘1.31厘及1.51厘。

中銀亦上調人幣定存利率

中銀香港跟隨宣布加息，上調1個月人民幣定存年
利率20個基點，2萬元或以上人民幣新資金敘做1個
月定存，年利率上調至2厘，優惠期至本月14日。50
萬元或以上人民幣新資金，敘做3、6或12個月定
存，年利率維持2.45厘、3厘及3厘；2萬元或以上人
民幣3、6或12個月定存，年利率則維持2.4厘、2.9厘
及2.9厘。

大新推活期存款優惠吸客

銀行不同年期的資金情況迥異，大新銀行變陣出
擊，宣布推活期存款優惠，即日起至10月31日，客
戶開立i-Account綜合理財戶口，並存入新資金，可額
外獲活期存款年利率2厘。有分析指，要獲得有關優
惠，須在指定期間內維持存款金額，變相是定期存
款模式，但好處是存戶可視需要放棄優惠，提取活
期存款。

該行活期存款年利率0.05厘，客戶於獎賞期第一期
存入100萬元新資金，可獲額外年利率0.5厘；第二期
存入多一倍資金，即200萬元，可獲年利率1厘；而
維持資金至第三期結束，便可獲2厘年利率。換而言
之，合共存入300萬元資金至獎賞期結束，可獲利息
回報合共6,349.3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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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加：H股上市來源仍豐富

交銀定存3.4厘搶人幣

長建荷蘭AVR增熱能蒸氣產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遠威）近日有調查指

打工仔對強積金信心偏低。而美國退市憂慮促

使資金流出亞洲，加上敘利亞地緣政治因素，

8月份強積金表現再度見紅，每名打工仔人均

慘蝕1,454元，進一步打擊打工仔對強積金的信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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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回報（%）

中國股票 1.78

歐洲股票 0.15

香港股票 -0.3

大中華股票 -0.09

保本基金 -0.36

港元貨幣市場 0.03

韓國股票 0.16

人民幣債券 -0.12

類別 回報（%）

環球債券 -0.55

環球股票 -1.41

港元保守混合型 -0.75

其他靈活混合型 -0.94

港元債券 -0.54

港元平衡混合型 -1

其他絕對回報 -1.13

其他目標期限 -2.52

類別 回報（%）

美國股票 -1.09

港元進取混合型 -0.68

亞太區（除日本）股票 -2.33

亞太區債券 -1.09

日本股票 -2.23

亞太區股票 -2.04

其他股票 -2.78

醫藥及醫療保健股票 -3.09

理柏8月份強積金表現數據

總計 -0.84 資料來源：理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隨 歐洲各國不再倡
建垃圾堆填區，廢物再生能源商機機處處，剛於8月28
日完成近百億元收購荷蘭廢物再生能源公司AVR-
Afvalverwerking B.V.的股東之一長江基建（1038）副董

事總經理甄達安於荷蘭表示，由於荷蘭仍有不少
工業，對蒸氣需求大，社區熱能供暖需求亦大，
利潤比輸電高，因此，未來AVR會 重於蒸氣及
熱能生產及銷售，今年10月於Rozenburg組合內便
會有一間新建輸蒸氣廠投入服務，亦正研究於
Rozenburg組合內興建一間分離金屬廢物處理廠，
以處理進口廢物，透過自行將金屬廢物分解作出
售以增加收入來源，預計於2015年建成。

正研建金屬廢物分解廠

AVR 首席財務總監 Rob de Fluiter Balledux 指
出，AVR的主要業務為輸入廢物，再輸出蒸氣、
熱能及電力作能源，截至去年12月31日止財政年
度，AVR的收入為2.57億歐元，按年上升2%，
EBITDA為1.08億歐元，EBITDA毛利率雖然按年
下跌4.5%，但仍高達42%，收入來源組合已因應
市況作出改變，其中蒸氣佔比由14%升至17%，
熱能由20%上升至48%，輸電由66%下降至35%，

未來5年輸電佔比會減少至佔25%，到2015年AVR會成
為荷蘭熱能生產領導者，年產5,458 TJ。以Rozenburg組
合為例，目前已有2張年期長達15年的工業用供蒸氣及4
張年期長達25至30年社區熱能的供購合約，並可按通脹

率加費。
Rob de Fluiter Balledux稱，AVR約有20%的廢物來自

外國，其中英國已成為AVR第二大廢物供應者，其他
供應者包括冰島、意大利、德國及比利時。

AVR今年回報率料雙位數

甄達安表示，AVR為荷蘭最大之廢物轉化能源公
司，於該國廢物處理行業之市場佔有率為23%，包括廢
物轉化能源、生物能源、紙張渣滓焚化等，單是每年廢
物轉化能源處理量達170萬公噸，僱用430名員工。其中
垃圾發電約佔荷蘭總發電量佔比約20%，估計AVR今年
會有雙位數字的回報率。

伺機再覓歐洲同類項目

他稱，未來會視乎機會再於歐洲投資此類項目，澳洲
以至北美都會研究，主要看項目回報及其國家或地區的
政治穩定性。至於香港以至內地會否投資此類項目，他
指，要看政府政策，自2000年起，長建旗下青洲英坭已
為香港廢物處理問題尋求及研究有效的解決方案，其中
於都市固體廢物處理設施的基礎成本為60億元，比環保
署方案低60%；每年處理費2億港元，比環保署方案低
43.3%；每日處理量4,800公噸，比環保署方案高60%。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交易所（0388）行政總裁李
小加昨日在個人網誌指出，H股發展迄今20年，有
些人開始擔心H股這股「甘泉」會乾涸，但他對此
仍保持樂觀，相信H股公司尚有總值數以萬億元的
未流通股份將來會逐步上市交易流通，屆時香港股
票市場的規模及流通量都會大幅提升。

若全流通將推升市場規模

李小加指，樂觀原因之一，是中國證監會不久前

放寬了內地公司來港上市的審批條件，加上B股轉
H股的成功個案，H股公司的上市來源依然十分豐
富。此外，目前H股公司的大部分股份均由政府部
門持有，並不在市場流通，假如未來H股公司上市
股份全流通，將大大推動市場的繁榮。

他又認為，除了H股機制帶來的增長機遇外，內
地經濟面向國際市場開放並與全球接軌，內地對資
本市場及金融業開放的需求與日俱增。由於「一國
兩制」，香港在金融市場、體制和與國際市場的互
通等方面仍然保持 一定的優勢，香港對內地來說
仍具有十分獨特的價值。

需掌握內地資本開放機遇

此外，香港未來的角色不再局限於為內地發行人
提供國際資本，更具現實意義的是為內地投資者提
供機會，接觸國際發行人及國際金融產品；同時也
為國際投資者提供渠道，投資內地上市公司及金融
產品。他相信，香港能與時俱進，準備好所需的基
礎設施、制度和人才去迎接這個轉折。

鄧普頓減持中石油套16.3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中石油（0857）多名高管涉

貪落馬，不僅散戶看淡其股價表現，就連機構投資者也開始
減持。據聯交所股權資料披露，中石油於8月29日，遭基金鄧
普頓資產大手減持1.93998億股，每股平均價8.428元，涉及資
金16.35億元，好倉由5.34% 降至4.42%。

鄧普頓基金此前一向看好中石油，自2007年以來曾數次增
持股份，但今年5月首次減持中石油678.2萬股，每股平均價
9.815元，涉資6657萬元。由於減持後的持股量已低於5%的強
制披露水平，故今後如鄧普頓基金再減持中石油，已無需披
露。中石油股價已企穩，昨日收報8.54元，上漲1.18%。

惠生工程急挫16%後停牌

另外，惠生工程技術（2236）昨日開市後股價突然急挫
16.46%至1.98元。公司宣布於上午10時38分起短暫停止買賣，
截至昨晚8點未有披露原因。據《第一財經日報》引述基金界
人士透露，惠生工程是中石油的合作夥伴，但其以往披露的
項目則不難看出，有大量訂單恰恰來自於中石油。此外通過
梳理惠生工程的人事關係，「有多位高級管理人員都曾有過
國有石化公司的工作經歷」。

■長江基建副董事總經理暨電能實業執行董事甄達安(左三)、

Van Gansewinkel Groep 行政總裁Cees van Gent(右三)及AVR

行政總裁Yves Luca(右二)於8月28日完成 AVR交易舉行祝酒

儀式。 梁悅琴 攝

■李小加相

信，本港將

準備好所需

的 基 礎 設

施、制度和

人才去迎接

新機遇。

資料圖片

■蔡中虎(左)昨出席中銀集團人壽全新

電視廣告推出儀式。 卓建安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