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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明年最牛見28000
瑞銀：受惠內地改革 經濟穩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遠威）中國內

地推進金融改革，加上美國快將啟動退

市，市場預期踏入2014年投資市場將會

出現新變化，投行近日紛發表對明年投

資市場的展望，普遍認為中資股將受惠

內地新一輪的改革，帶動港股向好。昨

日瑞銀預期明年港股將上試26,800點至

28,000點，即較現水平最多升20%，為

近期投行的預測中，最為樂觀的一間。

瑞銀財富管理投資總監研究部香港主管何偉華
昨指出，內地落實改革將有助降低經濟下行

風險，H股市盈率可望上調，帶動相關恒指成分
股盈利增長6%，預期明年恒指有機會上試26,800
點至28,000點。
其他投行亦普遍看好明年港股表現，預期恆指明

年上試24,000點至26,500點不等，即較現水平高3%
至13.65%。其中，瑞信日前表示，恒指12個月目標
26,000點，國指目標14,300點，受惠西方國家經濟
復甦及內地加快改革。本港知名股評家曹仁超則更
加樂觀，他個人預測，若三中全會細節逐步落實，
將帶動明年A股升80%，並促使恒指明年高見31,000
點。（其他投行評明年港股見附表）

看好科技醫療消費股
何偉華昨認為，經濟改革難免帶來陣痛，這亦
是近期港股波動的原因。該行看好內地科技類板
塊，由於網上社交平台培養眾多用戶，加上網絡
金融發展較快，可帶動相關股份增長；周期性板
塊如工業股應可在低位反彈；另外亦看好醫療、
非銀行金融及消費類股份。
該行亞太區首席投資總監浦永灝亦指，若中央
將「調結構」放在「穩增長」之上，相信會將明
年經濟增長目標定為7%，而社會融資總量應會放
緩，並維持貨幣政策穩定。

人幣明年可再升值2%
何偉華預料，明年人民幣可再升值2%，由於內
地政府有經常賬盈餘，在政治上亦面對美國方面

的升值壓力；而隨內地市場開放，會吸引外資流
入；人民幣在亞洲貨幣當中較穩定，加上人民幣
息差約3厘，相對其他亞洲貨幣吸引，故繼續看好
人民幣。浦永灝指，內地可望維持貿易順差，受
美國退市影響不大，加上中央加速人民幣國際
化，人民幣仍有升值空間。

美最快明年3月退市
美國退市方面，浦永灝表示，雖有意見認為美
國將在今年底開始退市，聯儲局主席伯南克或會
在退任前有所行動，但由於美國通脹率未有明顯

改善，加上債務上限問題尚未解決，美國經濟復
甦緩慢，而聯儲局亦不急於退市，故預期明年3月
開始退市的機會較大。
何偉華亦談到本港樓市，他指現時樓價高達市

民人均收入的14.7倍，相信港府在明年會維持樓
市辣招，對本地居民需求有影響，但實際需求仍
在於內地買家的多寡。近期發展商提供印花稅補
貼後，仍能吸引承接能力強的眾多內地買家入
市，而考慮到美國2015年加息後，本港按揭息率
才會上升，樓市需求得以持續，故預期明年樓價
僅下跌5%至10%。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海通國際(0665)發表明
年投資策略報告，認為內地金融持續創新，加上IPO
制度改革，將利好大型券商股表現，故看好中信證券
(6030)，預計其股本回報率可進一步增長。對整個板塊
而言，由於券商的槓桿水平及淨資產收益率將逐步提
高，有助帶動該板塊的估值上升。另外，該行又看好
國泰君安(1788)，因為其槓桿水平仍低，有大升空間。
交銀國際預計，明年內地證券業的淨利潤將增逾20%，

IPO重啟後，有利券商承銷收入與資本中介業務的淨利息
收入增長，將成為該板塊明年增長的主要動力。該行
分析師李文兵預計，券商承銷收入和資本中介業務的
淨利息收入，將分別增長126億元人民幣和150億元

人民幣，佔2014年總收入增長的90%左右，而通過承銷
募集的資金預計可達2,000億人民幣。

反貪腐 看淡高端零售股
不過，海通看淡內地零售股表現，認為明年網上購物、

零售業供應過剩，以及經營去槓桿化等不利因素仍存在，
影響零售股盈利，尤其是反貪腐措施會繼續打擊高端消
費市場，奢侈品零售股更會繼續低迷。相對而言，內地
經濟增長持績，令經營大眾消費市場的零售股會有溫和
增長。海通看好積極轉型及基本因素較好的銀泰(1833)、
業績有改善的國美(0493)及安踏(2020)。
內地樓市方面，海通預期增長將會降溫，全國商品

房銷售額年增長會跌至15%的溫和水平，中小城市繼
續消化存貨供應，個別城市樓價或疲弱，但城鎮化有
助樓市的交投量，料大城市樓價約有10%升幅。
海通預計，由於大部分內房股可超額完成今年的銷售

目標，令帳面現金流大增，預計明年銷售增速仍有兩成
以上。該行指，現時內房股股價相當於資產淨值約57%，
預計內房股在13至14年度，利潤增長會逾20%，建議買
入銷售表現好的內房股，如融創(1918)及龍湖(0960)。

售樓仍佳 吸優質內房股
交銀國際首席中國策略師洪灝亦預計，明年內房股的銷售平均

增長為15至20%，毛利率約在35%，雖然未來中央仍會調控樓
市，但相信措施會較溫和。由於內房股股價有大幅折讓，該行維
持內房股領先大市的評級，當中看好雅居樂(3383)及世房(0813)，
目標價分別為15.4及20.9元。
整體大市方面，明年內地經濟增長將放緩，加上流動性偏緊，

相信港股創新高的機會不大，估計維持上落市格局，最高只見
25,000點。但由於內地放寬離岸投資，對Ｈ股是利好消息，料明
年Ｈ股升幅優於Ａ股。

香港文匯報訊 證監會主席唐家
成昨表示，證監會已成立一個企業
規管專責小組，檢視公司的公告、
通函和報告；對每家公司定期進行
深入的檢視，並採取以風險為本的
準則聚焦於個別公司，包括那些曾
錄得虧損或經常重組的公司。
唐家成在出席香港上市公司商會

成立11周年活動時指，在監察上市
公司的企業操守方面，將採取更廣
泛和主動的方針。他稱，市場關注
有上市公司涉及嚴重企業不當行為
的個案，以及如何盡早發現有關不
當行為，從而減少對市場和普羅投

資者的損害。這意味着證監會將會
有更多的監察、分析及執法工作，
藉此保障投資者及加強對上市公司
和市場的信心。

大摩前高層判賠2390萬
另外，證監會昨公布，原訟法庭

吳嘉輝法官昨頒令，摩根士丹利亞
洲前董事總經理杜軍就其在2007年
2月15日至4月30日期間有關中信
資源股份的內幕交易，須向297名
投資者支付2,390萬元。杜軍亦將會
支付證監會的法律費用及法院所委
任管理人的費用。
證監會法規執行部執行董事施衛

民指出，法庭頒布的命令，將會使
與杜軍交易的投資者得以回復到交
易前的狀態，解決了證監會首先在
2007年7月提出的事宜。該297名
投資者無法察覺他們是與涉及非法
內幕交易的杜進行交易，與杜的交
易損害他們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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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監設專組 盯緊虧損重組公司

IPO

■唐家成
稱，在監察
上市公司的
企業操守方
面，將採取
更廣泛和主
動的方針。

夜期未止瀉 港股23000告急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受中央經濟工作
會議及美國退市進度不明朗的影響下，投資者先
行離場，令港股連跌三日。恒指再跌120點至
23,218點，插穿50天線(23,296點)，成交721億
元。由於昨日曾跌穿23,200點牛證重貨區，全日
共32隻牛證被殺，當中25隻為恒指牛證。期指夜

市時段繼續下挫，昨日恒指期貨收市再跌124點，
報23,060點，低水多達158點，加上歐洲股市表現
疲軟，令今日港股添上陰霾。

殺牛近尾聲 料再跌有限
金利豐證券研究部董事黃德几表示，近期跌市
與個別權重股表現疲弱有關，雖然恒指走勢疲
弱，中美經濟數據不俗，預期恒指最多只會補回
上月中出現，約22,800點的上升裂口，在22,800
點會有較強支持。
勝利證券研究部高級分析員周樂樂亦指，中資
銀行股雖續走軟，但新華保險(1336)、財險(2328)
及重農行(3618)等都見企穩，更重要是牛證重貨區
已被大舉「屠殺」，在所剩牛證不多下，大市也
缺乏大跌的理由，估計恒指補回上次的上升裂
口，即使短暫有跌穿23,000點的可能，但繼續向
下的可能則較小。

中資股疲軟 國指續跑輸
新股信達(1359)走勢凌厲，全日收報4.5元，較

發行價3.58元飆升25.7%，不計手續費每手賺920
元，為今年賺錢第五多新股。由於該股有望被納
入富時及MSCI指數，故相當受基金歡迎，該股成

交高達110.9億元。黃德几稱，信達主要業務為處
置銀行壞賬，未來潛力頗大，在金融業裡最看好
該業務，由於業務性質獨特，自然受基金歡迎，
他料即使下周有多達11隻新股掛牌，也難及昨日
的熱鬧。
中資股疲軟，國指續跑輸恒指，收市跌111.7點

至10,962點，將下試50天線(10,839點)接力。同為
新股掛牌，但秦港(3369)及金天(2211)卻分別較招
股價大跌6.29%及18.56%。以介紹形式上市的信
義光能(968)則報1.14元。

濠賭股亮麗 銀娛創新高
濠賭股成為疲弱大市的亮點，銀娛(0027)逆市升

2.76%至65.2元再創新高、金沙(1928)亦升1.47%
至62.3元、澳博(0880)及美高梅(2282)分別升2.4%
及3.34%、新濠(0200)升1%。被摩通唱好的永利
(1128)升6.5%至34.55元，再創新高。
藍籌股方面，騰訊(0700)終回吐1.52%、中資金

融股普遍向下。另外，和黃(0013)先跌後回升
1.76%，重上紅底股，收報101.2元。市傳電能
(0006)可能於農曆年前分拆港燈上市，目前正在籌
備工作，預計籌集約40億至50億美元，消息令電
能跌逾1%。

■港股連跌三日，昨再跌120點，插穿50天線，
成交721億元。 中通社

■浦永灝(右)
預期，美明年
3月開始退市
的機會較大。
旁為何偉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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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財富管理：H股市盈率可望上調，帶動
相關恒指成分股盈利增長6%，預測明年恒指
有機會上試26,800點至28,000點。

■交銀國際：內地明年經濟增長料放緩及流動
性偏緊，港股較難創新高，預測明年恒指高
見25,000點。

■瑞信：恒指12個月目標26,000點，國指目標
14,300點，受惠西方國家經濟復甦及內地加
快改革。

■野村：美國明年1月料退市，加速利率回升

影響樓市氣氛，由於恒指有三成成分股為地
產股，故建議減持港股。

■匯豐：明年恒指目標維持24,000點，國指目
標12,000點，預期明年A股跑贏港股。

■花旗：維持恒指目標25,000點，最多只會升
至26,500點，由於明年的預測市盈率低於歷
史平均水平，缺乏利好因素。

■股評家曹仁超：三中全會細節逐步落實帶動
明年 A股升 80%，並促使恒指明年高見
31,000點。

各投行預測明年港股走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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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外務省將其網站上有關釣魚島的視頻語言增

加到了9種，企圖在釣魚島問題上誤導國際輿論。

對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昨日嚴肅敦促日方正視歷

史和現實，立即停止一切挑釁言行。事實上，釣魚

島是中國固有領土是無可改變的事實。目前，日本

在釣魚島爭端上明顯處於下風，企圖通過將釣魚島

問題國際化的「小動作」來挽回頹勢，根本是徒勞

無功。中國須採取相應的反制措施，向國際社會展

示維護主權和領土完整的信念和意志，力促日本回

到以談判解決爭端的正軌。

日本單方面將釣魚島「國有化」，破壞中日之間

數十年來擱置爭議的默契，中國據理力爭堅決反

制。一年多來，中國在釣魚島海域開展常態化巡

航，並適時公佈了東海防空識別區，釣魚島問題已

經不可能恢復以往長期由日本所謂「管控的原狀」。

中日實力此消彼長，釣魚島爭端出現這種始料不及

的後果，日本得不到任何便宜，無可奈何。

為了重奪釣魚島爭端的主導權，日本感到單靠自

己已力不從心，於是將問題國際化，企圖通過公共

外交手段，利用多種語言散播釣魚島屬於日本的主

張，誤導國際輿論，搶佔領土議題的話語權。事實

上，安倍上台以後，日本右傾化加速，要推翻二戰

以後的國際秩序安排，突破和平憲法的約束，處心

積慮激化釣魚島、獨島等領土爭端，渲染「周邊國

家威脅論」，讓日本民眾認同日本處境不安，需要修

改和平憲法，重走擴軍備戰的老路。近期，日本防

衛省以「堅守釣魚島」為由申請提高防衛費上限，

還計劃向釣魚島周邊的西南諸島嶼增兵。日本與鄰

為敵、復辟軍國主義的所作所為，反而讓世界看清

誰才是地區局勢緊張的根源，日本在地區乃至世界

上更孤立。可以說，日本將釣魚島等領土爭端擴大

到國際層面，對解決問題於事無補，只會使日本處

於更不利的位置。

日本要在國際上打爭奪釣魚島的輿論戰，中國堅

決奉陪到底，也要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通

過互聯網以及國際發聲的形式，向世人還原釣魚島

是中國固有領土的基本事實。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後的40多年中，中日曾經成功

擱置釣魚島問題，從而實現了中日關係的重大發

展。至今，中國一再以誠意和善意呼籲日本通過談

判化解爭端。未來中日面對的政經挑戰日益嚴峻，

日本承受的壓力只會比中國更大，更應以現實的心

態，承認接受釣魚島已經不可能恢復「原狀」的事

實，並以現狀為基礎，爭取不進一步激化對抗，與

中國共同努力為爭端「降溫」，這才是理性明智之

舉。 (相關新聞刊A5版)

自從出現兩宗輸入型H7N9禽流感病例

後，本港已採取源頭控制措施，暫停深圳

活雞供港安排。然而，深圳方面卻在源頭

控制措施上出現漏洞，其中一個驗出病毒

的肉菜市場的雞檔，如常出售活雞。深圳

方面未全面採取源頭控制措施，難免令病

毒仍有機會擴散。港深人流頻密，香港雖

然採取暫停深圳活雞供港安排的源頭控制

措施，但卻難以防範往來人流將H7N9病毒

帶入香港。事實上，港深防範禽流感的措

施出現脫節和漏洞，很容易令禽流感在兩

地蔓延。當務之急，兩地有關當局應盡快

溝通協商，加強在病毒源頭控制、防疫措

施等方面的對接，這對港深防範禽流感都

有好處。

港深兩地的防疫措施應該對接。香港在

街市加強了衛生清潔消毒措施，但深圳一

個驗出禽流感病毒的肉菜市場，市場內的

衛生環境仍然惡劣，污水、垃圾、動物血

跡等隨處可見，各商戶及居民出入街市

時，都沒有戴上口罩。本報記者昨到訪兩

街市，政府人員已開始清洗消毒工作，並

停售家禽。

本港先後有兩人在去過深圳後感染

H7N9，當時港方專家已相信，深圳應有家

禽市場有病毒，後來的檢測結果，正好印

證了港方專家的推測。兩個驗出病毒的活

禽市場是龍崗區橫崗市場以及龍崗區南灣

街道康橋肉菜市場，而本港確診H7N9的印

傭就是曾在南灣街道的住宅殺雞。但深圳

方面表示，香港的兩宗禽流感確診病例，

均沒有證據表明兩人發病與龍崗區檢測出

來的陽性樣本有直接關聯。實際上，問題

的要害不在於香港的禽流感確診病例責任

在哪一方，而是需要雙方盡快確定確診病

例感染源頭，以便採取防範措施。

廣東省疾控中心承認，廣東省內散發性

感染病例的風險高，但暫時看不到有大規

模撲殺家禽需要。雖然廣東省暫時沒有大

規模撲殺家禽的需要，但應在病毒源頭控

制、防疫措施等方面與香港對接，這無論

對控制廣東省內散發性感染病例的風險，

還是防範香港繼續出現更多的輸入型病

例，都是必要的。雙方應該通過加強合作

達到互助互利的目的。

(相關新聞刊A1版)

日本的「小動作」只會徒勞無功防範禽流感港深需加強對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