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有本地報章報道，

和黃(0013)除了放售百佳外，擬計劃未來12至18個月

內分拆屈臣氏於香港主板上市，初步集資額介乎80

億至100億美元，即約624至780億港元。消息刺激和

黃股價大升3.28%，收報95.95元。和黃發言人昨表示

不會評論市場傳聞。

瑞銀目標價看105元

瑞銀發表研究報告唱好，表示維持和黃「買入」

評級，目標價105元不變。瑞銀坦言，對和黃可能分

拆屈臣氏上市感意外，但相信有關行為能體現和黃

的實質價值，對市場亦屬利好消息。

金利豐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几表示，消息若果屬

實，對和黃的股價是好事，因為百佳及屈臣氏等零

售業務，高增長期已過，每年的純利增長率可能只

剩個位數，既然業務已完全成熟，倒不如減持套

現，再併購增長能力更大的資產。事實上，多年以

來，和黃併購回來的資產都是「價廉物美」。

料準備彈藥伺機併購

他認為和黃的套現不是為了減債，而是準備彈

藥，在歐洲等地購入廉價又高回報的資產，相信和

黃若套得大量資金，股價重回紅底股行列無甚難

度，至於可攀至哪處高位，則要視乎和黃買的是甚

麼資產。他又指，和黃似乎每年都有「大刁」，有買

有賣，資產也不限於本港，未來該集團還有很多項

目可以出售，例如碼頭業務。黃德几又估計，未來

能源會是和黃的發展重點之一。

按屈臣氏2014年預測EBITDA 14倍計算，其全球

市值高達2060億元，是次預測集資規模比和黃於

2011年分拆和記港口的集資規模，高出約40至70%，

是次集資所得料能將和黃淨負債率減半，至約20%

至25%。

地(0012)斥近30億元向主席李兆基及家族購入

煤氣、小輪及 發股份，甚至對美麗華酒店也有類

似動作，在近日有關富商撤資議論紛紛的當下，自

然也引人關注四叔是否也「撤資」？不過，有分析

認為，由四叔本身也持有 地，所以這次只可說是

四叔左手交右手之舉，目的相信是令四叔家族在

地系的股權更加清晰，相信不涉撤資。

套現金額不大 股權更清晰
新鴻基金融財富管理策略師蘇沛豐分析指，目前

難以預測今次的行動背後原因，但只今次涉及的金

額規模不大，料目的只是讓 地旗下公司的股權更

清晰。由於李兆基近年多次增持 地，在 地擁有

絕對的控制權，故旗下公司已不需再有李兆基家族

的直接持股。

縮小股價折讓 鋪路接班

尚乘財富證券總經理鄧聲興表示， 地架構重組

在很早時已說好了，但自從 發私有化失敗後，一

直未有付諸行動，今次由 地回購旗下公司的大股

東股份，相信一為重組架構鋪路，二為家族接班做

準備，最後是減少 地系的

家族色彩，有助縮小旗下多

間公司的股價折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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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公斤條現貨金交收價 253.60（元/克）

焯華999.9千足金
電子商務

首家香港金銀業貿易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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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上調內地今年GDP至增7.7%傳拆屈臣氏 長和齊飆逾3%

四叔大減持 地30億接貨
涉系內3公司 另向胡家驃父母購美麗華

■李昌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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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昨公布系列關連交易，主席李兆基及李氏家
族私人信託間接控制公司—富生及Boldwin，

向 地出售中華煤氣、香港小輪及 基發展的股
權，合共作價29.6億元， 地將以現金支付。

折讓0.8%購煤氣涉28.84億

據協議，李兆基、富生及Boldwin以每股18.568
元，出售中華煤氣約1.55億股股份或中華煤氣1.62%
權益，涉資28.84億元，每股作價較該股昨日的18.72
元收市價，折讓0.81%。李兆基、富生亦悉數出售
發4039.51萬股股份，每股作價0.572元，較該股昨日
收市價0.56元溢價約2.14%，套現約2,310.6萬元。

李兆基又向 地出售香港小輪約700萬股股份或
1.96%權益，每股作價7.666元，較該股昨日收市價
7.72元折讓約0.7%，套現5,366.2萬元。李兆基未有悉
數出售香港小輪股份予 地。 地指出，若購入李
兆基私人持有香港小輪的所有股份，將觸發全面收
購香港小輪。

溢價1.7%購美麗華涉5109萬

此外， 地又向獨立非執行董事胡家驃的父母，
購入他們所持的美麗華酒店（0071）全部股權權

益，約505.1萬股股份或0.87%權益，每股作價股
10.116元，較該股昨日收市價9.95元溢價1.67%，涉
資約5,109.6萬元， 地亦將以現金支付。

聯交所未有更新 地這次股份交易後在各公司的
持股，資料顯示，截至6月24日，李兆基及關連人士
持有中華煤氣41.50%股權。截至5月31日，李兆基及
關連人士持有 發69.4%股益。截至6月13日，李兆
基及關連人士持有小輪33.55%權益。截至今年7月22
日，李兆基家族於 地持股為65.28%。 地本年度
中期純利按年增0.31%，至77.57億元，其中攤佔中華
煤氣14.43億元貢獻。

地稱交易有利長線收益

地在通告中解釋這次增持系內公司股份，認為
現有在中華煤氣、香港小輪、 發及美麗華的長線
投資，「顯然為集團帶來寶貴貢獻」，尤其公用業務
公司中華煤氣現向集團提供龐大穩定收入。故此，
這些交易將有利於集團，促使其進一步增持該等公
司股份權益。該等交易以增購中華煤氣股份權益為
主，提供甚吸引的投資機遇，令集團可按合理成本
去增加持有中華煤氣股份，並按比例增加應佔中華
煤氣之盈利及資產淨值份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楚茵）亞洲開發銀
行調低本港今年經濟增長（GDP）預測，由原
先預期的3.5%，下調0.3個百分點至3.2%，預
期明年本港GDP維持在3.8%水平。該行首席
經濟學家李昌鏞指，由於內地上半年經濟增長
放緩，本港受拖累故調低預測，唯因內地下半
年經濟好轉，加上預期美聯儲局放慢退市步
伐，本港一向關注的息口上升問題得以推延，
低息環境持續，故本港樓市短期未見下行，但
仍需小心亞洲地區的資金流向或對本港經濟構
成影響。

內地10年內增速不會低於7%

該行又同時調低中國內地今明兩年GDP預
測，分別由現時的8.2%，下調至7.6%，預期
明年將進一步由此前預測的8%，下降至
7.4%。李昌鏞指，中國今年經濟增長放緩，屬

中長期經濟結構改革轉型帶來的代價，現時內地正由出
口和投資主導的經濟體，轉為可持續發展模式，令自身
的經濟放緩，進而影響周邊地區，特別是東亞和東南亞
的經濟體。中國未來需掌握改革平衡，通過刺激方案保
持經濟增長的動力，及做好貨幣政策管理，以減少金融
業風險。他認為未來10年，中國經濟增長仍可維持於
7%或以上，唯不可能如過去10年般有雙位數增長。

對於上海自貿區對港影響，他表示仍需待更多細則出
台，自貿區對港雖是挑戰，亦是機會，不宜太早定調為
威脅，期望本港與上海自貿區的發展可達雙贏。而且本
港與區內其他國家發展仍有大段距離，無論香港、上海、
新加坡，以至東京等均有足夠空間推動區內金融發展。

美月中能否提高債限惹關注

至於美國民主及共和兩黨就聯邦政府撥款爭拗陷僵
局，聯邦政府因而需局部停運，李氏認為僅屬美內部問
題，曾於1995年發生相同情況，預期問題最終可解決，市
場反應亦不大。相反美國能否於10月中以前提高債務上
限才屬關鍵，因若不能提高債務上限，美國將面臨債務
違約，嚴重影響投資者信心，亦會引發金融市場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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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遠威） 生（0011）上調今
年內地經濟增長預測，由7.5%調升至7.7%，由於環球
經濟形勢向好，加上中央政府致力促進經濟增長，並
預期第4季財政政策將進一步放寬。而由於全球商品價
格降低，非食品通脹升幅溫和，該行將今年內地通脹
水平預測，由2.8%調低至2.6%。

生在新一期《中國經濟脈搏》報告中指出，8月份
經濟數據顯示內地經濟持續改善，料經濟增長將由上半
年的7.6%，加速至第3季的7.9%，相信經濟增長動力可
持續至第4季。匯豐中國PMI由8月的50.1，上升至9月份
50.2，為近5個月以來新高。

財政政策季內料放寬

該行亦預期，內地財政政策可能將於第4季進一步放
寬，由於今年財政預算赤字為1.2萬億元（人民幣，下
同），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約2%，較去年實際財政赤字
8,500億元或GDP的1.5%為高，考慮到今年首8個月財政
盈餘錄得1.04萬億元，意味若要達到預算目標，則今年
餘下時間財政政策將更為寬鬆。

至於內地將在11月召開三中全會， 生指改革或是該
會的重點議題，認為改革包括3項主要焦點，即進一步
實施金融改革，例如人民幣國際化、利率市場化及發展
資本市場；放寬獨生子女政策，以提高長期增長潛力及
降低養老金赤字；以及農村土地私有化，以加快城鎮化
進程及縮窄城鄉差距。

強積金基金上月平均賺逾4%
香港文匯報訊 理柏公司數據顯示，強積金9月平均

回報4.18%，各類別基金投資皆上升，上月股票基金表
現跑贏債券及混合型基金，表現最好的是日本股票基
金，回報9.62%，其次是亞太區股票基金，回報超
8.35%，港股基金6.38%的進帳，反觀港元及人民幣債
券基金回報少1%。若總結今年首九個月整體強積金平
均表現，錄得回報5.3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卓建安）港股10月份
首個交易日，在美股反彈的帶動下， 指曾收
復23,000點關口，但收市該關口得而復失，報
22,984點，升124點或0.55%。和黃（0013）傳
分拆屈臣氏上市，刺激和黃和長實（0001）成
為昨日升幅最大的兩隻藍籌股，和黃更升至96
元的兩年半以來高位。

港股後勁不繼 收升124點

雖然美國國會未能就預算案達成協議，自10
月1日起美國聯邦政府局部停止運作，是過去
17年以來的首次，但市場預期美國民主、共和
兩黨很快將就預算案達成協議，周二美股反
彈，道瓊斯指數收市升62點至15,191點。另
外，雖然中國官方於前日公布的9月份中國製
造業採購經理指數為51.1，遜於市場預期的
51.6，但昨日港股仍承接美股反彈的勢頭，早
盤一度上升279點至23,138點，衝破23,000點關
口，但午後升幅放緩，臨近收市前僅升73點，
收市則升124點。

國企指數昨日收報10,333點，升17點或
0.17%，表現較 指差。港股昨日主板成交額

為551億元，成交仍嫌薄弱，顯示股市
上升的動力不足。受和黃傳分拆屈臣
氏消息刺激，和黃和長實成為昨日升
幅最大的兩隻藍籌股。和黃重上兩年
半高位，以接近全日的高位95.95元收
市，升3.05元，升幅為3.28%；長實收
報122 . 6元，升4 . 5元，升幅更達
3.81%。

近期美國民主、共和兩黨就預算案
談判的爭拗引起環球股市波動，渣打
財富管理東北亞區投資策略主管梁振
輝昨日在記者會上表示，第四季度環

球投資市場仍以股票為首選，雖然有風險，但
預計股市先苦後甜，港股有望升至24,000點。

美不明朗多 季內最大風險

梁振輝指出，雖然美國民主、共和兩黨就預
算案談判的爭拗以及本月17日美國債務將觸及
16.7萬億美元的上限均是市場的風險，但相信
兩黨終會達成有關協議，而評級機構調低美國
主權債務評級的機會不大。另外，本月底和12
月中旬美聯儲舉行的兩次議息會議，對「退市」
如何演繹，亦是第四季度市場的風險，但料美
國要到明年才會啟動「退市」的步伐，逐步減
少買債，料第四季度全球股市將先苦後甜。

內地利好 指上望二萬四

新興市場來講，印度、印尼經濟仍面對一定
的風險，但中國經濟預計已於第二季度見底，
第三季度經濟和企業盈利將會改善，今年中國
經濟可實現7.5%的增長目標。另外，中共十八
屆三中全會將在第四季度舉行，該會的舉行對
市場偏向利好。他預計第四季度港股有望升至
24,000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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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手交右手 四叔不涉撤資
記者 周紹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本港近期熱

議富商撤資，事有湊巧， 地（0012）主席

李兆基，昨突大手減持個人及家族在中華煤

氣（0003）、 發（0097）及香港小輪

（0050）的持股，合共套現達29.6億元，而買

方則是 地，相關交易的每股作價，其中煤

氣及小輪分別有0.8%及0.7%折讓， 發則有

2%溢價。 地解釋，有關交易以增購能提供

龐大而穩定收入的中華煤氣為主，認為是個

甚為吸引的投資機遇。

地向四叔等增持系內公司股權
公司 總代價（元） 涉股數 每股購入價 涉股權 賣家

中華煤氣 約28.84億 約1.55億股 18.568元 1.62% 李兆基、

富生及Boldwin

香港小輪 約5,366.2萬 約700萬股 7.666元 1.96% 李兆基

發 約2,310.6萬 約4,039.51萬股 0.572元 1.33% 李兆基、富生

美麗華 約5,109.6萬 約505.1萬股 10.116元 0.87% 胡寶星及芳芬

註：富生及Boldwin為由李兆基家族私人信託間接控制之公司；胡寶星爵士為胡家
驃之父親，胡家驃為芳芬董事及 地獨立非執行董事；而芳芬為一間由胡寶
星及其配偶實益擁有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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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8 10月

87

95

和黃股價近3個多月升25%

79

2013年12年

昨收95.95元
+3.05元(3.28%)

13年6月24日
收77.05元12年12月31日

收80.9元

■李兆基

等出售中

華 煤 氣

1.62%權

益，涉資

28 .84億

元。

■李兆基昨突大手減持個人

及家族在中華煤氣、 發及

香港小輪的持股。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