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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家日本農水禽畜酒造生產商，於昨起至今日（26至
27日）在日航酒店舉辦「全九州農水產物展覽會 in香
港」，向本港餐飲及食品零售業界推介最新九州元氣食
材。場內更專設簡單烹調示範及試食，讓業界代表及傳媒
率先親嚐最優質九州食品，商談人潮絡繹不絕，於初春之
始打造港日飲食商機。日本貿易振興機構（香港）市場開
拓部部長小宮元晃表示，2013年日本對外輸出金額創新高
達5,506億日圓，當中香港佔25%達1,250億日圓，由
2007年起成為日本貨的海外大買家，穩居首位，而2013
年農林水產品輸出香港的金額更比2012年大升27%。未
來日本政府希望進一步開拓海外市場，冀將輸出總額於
2020年內提升至1萬億日圓。希望透過今次展覽加強九
州‧香港兩地商務合作，打造一個洽談的平台，連繫兩地
的合作。

方興地產末期息9.5仙增36%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卓

建安）方興地產（0817) 昨
日公布截至2013年12月底
全年業績，錄得股東應佔盈
利 42.27 億元，同比上升
25%；每股盈利 46.14 港
仙，同比亦上升25%；派發
末期息9.5港仙，同比則增
加36%。
據公布，去年，方興地產

錄得累計取得物業簽約與土
地一級開發銷售成交金額共
計209.94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上升 33%。

多個項目開盤隨即售罄
去年， 方興地產三大業務板塊中，物業開發方面， 開發
規模快速增長，全年多個項目相繼開盤隨即售罄，平均去化
率達到90%，簽約銷售額約210億元，較上年同期增長約
33%。物業租賃方面，出租率保持高位，租金水平持續上
揚。酒店經營方面，公司積極應對政策影響，靈活調整價格
及優化成本，擴大行銷管道，效果顯著。該公司旗下三大業
務板塊——物業開發、物業租賃及酒店經營發展理想，分別
佔總收入之81%、6%及10%。

永隆降人幣升值預期至1.5%以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遠威）人民銀行為擴大人民幣每日波
幅區間作好準備，接連調低人民幣中間價，令近日人民幣顯著走
弱。永隆銀行司庫蕭啟洪昨表示，在中央落實保增長調結構的預
期下，相信內地會以經濟增長7%為底線，推進各項改革，而通脹
升溫亦刺激存款利率上行壓力。預期人行的導向性有所轉變，正
計劃擴闊人民幣波幅，故將今年人民幣離岸價（CNH）預期目標
由升值2%-2.5%，下調至升值1%-1.5%，即每美元兌6至5.95元
人民幣。
蕭啟洪表示，人民幣長遠升值仍是大趨勢，若放寬本港居民每
人每日2萬元的兌換限額，將有更多人民幣投資產品面世，如人民
幣保本產品。預期今年人民幣升幅收窄，建議可在走弱時趁低吸
納。估計3月初內地兩會期間將有擴闊人民幣波幅的消息出台。
在上述市場預期下，蕭啟洪稱繼續看好離岸人民幣市場，估計

資金池在人民幣升值下可望繼續擴闊，預料明年本港人民幣資金
池將翻倍至2萬億水平。而由於預期人民幣供應增加，相信人民幣
利率將會橫行甚至偏弱，刺激企業增加發債，估計點心債發行量
將有可觀增幅，由1,100億水平，增加至今年全年達1,800億至
2,000億元，按年增加約60%-70%。

信義玻璃去年大賺1.96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信義系兩家
公司昨公佈全年業績，信義玻璃(0868)純利大
升1.96倍；至35.22億元，每股基本盈利為91.91
仙，派發末期息14仙；去年底分拆上市的信義
光能(0968)表現不俗，純利亦升近1.53倍。

信義玻璃行政總裁董清世昨於業績發
布會上表示，今年浮法玻璃的增長料好
過去年。他預計今年汽車玻璃產能按年
料增長10.1%至1580萬片，去年則為
14.3%；Low-E玻璃按年或攀升40%至
2800萬平方米；浮法玻璃產能料較去年
增加27.3%至4483噸。

信義光能賺3.04億增1.53倍
信義光能全年股東應佔純利為3.04

億元，同比升 153.48%，每股盈利
7.33仙，派末期息1.8仙。信義光能行
政總裁李友情表示，安徽蕪湖與六安

的250兆瓦太陽能電站已獲批，有望在年內建
成，建設資金由銀行貸款及自資投入佔各
半，預計投資回報率達到15%至20%。若市
場價合適，或會考慮全部或部分出售電站。

創興僅多賺3% 梁高「唔收貨」

該行股東資金回報率倒退0.24個百
分點至7.4%，常務董事兼副行政

總裁劉惠民指，該行去年貸款減值準備
由上年度淨回撥6,522.8萬元，大增至
支出3,523.7萬元，加上客戶貸款總額
增加15%令一般準備金增加，導致去年
純利僅增長2.59%。未計算減值準備之
淨營運溢利則有23.63%增長，為6.6億
元。而貸款減值準備增加，只因為業務
量增加，而非出於信貸質素出現問題。

望各業務指標均有雙位數增
越秀集團在本月14日完成收購創
銀，梁高美懿表示，新管理層及股東對
今年及往後的業績表現有期望，日後發
展在維持審慎理財之餘，更會靈活運用
資金，以期增加收入，擴大利息及非利

息收入增幅。對於純利增長不足3%，
她笑稱「以我作風，是未夠的」，表達
出其作風進取，期望日後能有更佳業務
表現的願景。該行今年將會大力催谷本
港業務增長，並擴展在內地業務的投資
部署，期望日後該行各業務指標均有雙
位數增長。

擬調整信貸組合增內地客戶
創銀去年淨息差擴闊16基點至1.26厘，

帶動淨利息收入增長21.18%至10.14億
元；淨費用及佣金收入則增加10.86%至
20.99億元。營業收入與開支比率改善5.42
個百分點至54.2%。期內客戶貸款總額
451.2億元，增長15.13%；存款總額增長
5.42%至711.65億元。貸存比率上升4.72
個百分點至57.25%。

期內總資本比率由 15.34%下降至
14.57%，梁高美懿表示，今年不會在
資本上有大舉措，目前資本充足率水平
已大為超出監管要求，將會加以善用，
調整信貸組合，利用充裕資金調整高回
報的生意。該行有意增加內地貸款客
戶，包括國企及民企，而近期已開始與
內地客戶洽商，預計今年中期及全年業
績上將反映成績。雖內地貸款業務風險
較高，但息差水平較香港高，相信能進
一步帶動淨息差提升，她強調會控制風

險在可接受範圍。
去年每股盈利1.28元，增加2.59%，

派末期息每股0.33元，全年派息0.47
元，派息比率36.72%。由於完成出售
創興銀行中心，該行派發特別息每股
4.519元。問及日後會否增加派息，梁
高美懿暗示，不應期望該行會有大額派
息，但看好其增長潛力，指該行是增長
股而非收息股。目前正向港交所爭取盡
早復牌，即使復牌後股價或有上落，但
相信企穩陣腳後可再行起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遠威）創興銀行（1111）昨公布易主後

的首份全年業績，去年純利增長2.59%至5.57億元，出任創銀副

董事長兼董事總經理不久的「女大班」梁高美懿昨表示，該行業

績表現未及理想，日後會更善用資金擴大收入，目標未來盈利及

股本回報率等指標均有雙位數增長，新管理層及股東均對該行往

後業績表現有期望。

■■左起左起：：創興銀行常務董事兼副行政總裁創興銀行常務董事兼副行政總裁
劉惠民劉惠民、、副董事長兼董事總經理梁高美副董事長兼董事總經理梁高美
懿懿、、財務總監陳凱傑財務總監陳凱傑。。 陳遠威 攝陳遠威 攝

日九州農水產物展覽會in香港

■方興地產主席及執行董事何
操。 張偉民 攝

■左起：信義玻璃執董李聖根、行政總裁董清世、主
席李賢義，以及信義光能行政總裁李友情。陳楚倩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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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季資本支出。預測0.0%前值+3.6%
第四季建築資本支出。預測+0.6%。前值+6.3%
第四季工廠/機械資本支出。預測+0.5%。前值-1.5%
第四季GDP季率。預測+0.4%。前值+0.5%
第四季GDP年率。預測+2.0%。前值+1.9%
1月進口物價月率。預測-0.2%。前值0.0%
1月進口物價年率。預測-2.4%。前值-2.3%
2月消費信心指數。預測86。前值86
第四季非農就業崗位。前值419.6萬
2月經季節調整失業人數變化。預測-1.0萬人。前值-2.8萬人
2月未經季節調整失業人數。預測320萬人。前值310萬人
2月經季節調整失業率。預測6.8%。前值6.8%
2月經季節調整失業人數。前值292.7萬人
2月企業信心指數。預測98。前值97.7
1月M3貨供額年率。預測+1.1%。前值+1.0%
1月民間貸款。預測-2.1%。前值-2.3%
1月M3三個月移動平均年增長率。前值+1.3%
2月消費物價調和指數(HICP)年率初值。預測+1.1%。前值+1.2%
2月消費物價調和指數(HICP)月率初值。預測+0.7%。前值-0.7%
2月消費物價指數(CPI)月率。預測+0.6%。前值-0.6%
2月消費物價指數(CPI)年率。預測+1.3%。前值+1.3%
2月企業景氣指數。預測0.20。前值0.19
2月經濟景氣指數。預測100.9。前值100.9
第四季流動帳。預測170億赤字。前值154.7億赤字
1月耐用品訂單。預測-1.7%。前值-4.2%
1月扣除運輸的耐用品訂單。預測-0.3%。前值-1.3%
1月扣除國防的耐用品訂單。預測-1.2%。前值-3.5%
1月扣除飛機的非國防資本財訂單。預測-0.2%。前值-0.6%
一周新申領失業金人數(2月22日當周)。預測33.5萬人。前值33.6萬人
一周新申領失業金人數四周均值。前值33.85萬人
持續申領失業金人數(2月15日當周)。預測298萬人。前值298.1萬人

馮 強金匯 動向 加息反應正面 印度基金受捧

人民幣急挫 打壓澳元走勢
美元兌一籃子主要貨幣周二下滑，美國公布的

製造業和新屋開工乏善可陳，助燃投資者對美國
經濟體體質的憂慮。美聯儲新任主席耶倫將於本
周四在美國國會繼續發表國會證詞，投資者寄希
望從其講話揣測美聯儲下一步行動。儘管美聯儲
今年退出QE成基本事實，但近期疲弱的經濟數據
顯示美國經濟復甦步伐放緩，有可能促使美聯儲
放緩退出步伐。美聯儲下一次政策會議在3月19
日。
周二美國公布的消費者信心數據疲弱，拖累公

債收益率走軟。但美元兌人民幣保持強勁，人民
幣創下三年來最大跌幅。美國經濟諮商會周二公
布，2月美國消費者信心指數為78.1，1月消費者
信心指數被下修為79.4，前值公布為80.7。此前
路透訪問的分析師預估中值顯示，2月消費者信心
指數料為80.0。因數據疲弱引發對避險公債的買
盤增加，美國10年期公債收益率跌至日低2.7%。

人幣貶值料擴大浮動區間
澳元兌美元本周正回吐近期漲幅，此前未能突

破強大技術阻力位；同時投資者等待關於美國和
中國經濟成長步伐的更多線索。澳元兌美元先在

周二跌見0.90關口，周三早更進而觸發0.90美元
下方的停止單，低試至0.8970附近。在人民幣最
近大幅貶值後，市場變得謹慎。市場猜測中國央
行推動了人民幣貶值，旨在為進一步改革做準
備，包括擴大人民幣匯率浮動區間。澳元下一焦
點為周四的澳洲企業支出，市場關注資源行業以
外的企業活動是否回暖。分析師預計，第四季數
據繼上季度大增後將持穩。

澳元考驗0.88美元水平
依技術圖表分析，澳元兌美元在過去兩周大致

處於爭持階段，下方一個明顯支撐在0.89水平，
同時亦是50天平均線位置，至於向上則仍未能衝
破0.91水平。但其他指標所見，隨機指數已在徘
徊超買區域多時之後，現正徐徐滑落；加上5天
亦剛在周初跌破10天平均線，或預示着短期澳元
之回調傾向。倘若失守0.89水平，下試支撐可至
0.8840及0.88，重要支撐則為0.8740。反之，若
終可再下一城，向上衝破0.91這個區間阻力，則
料再延續此前的漲勢，目標可望進佔着200天平
均線0.9190及0.9280水平，下個關鍵將為0.94水
平。

歐元上周三在1.3685美元附近獲得較大支持
後，略為作出反彈，並且在本周初及周三之間大
部分時間均處於1.3710至1.3770美元之間的活動
範圍。歐盟統計局公布歐元區1月通脹年率僅持
穩於0.8%後，歐盟本周二已預期歐元區今年通脹
率為1%，遠低於歐洲央行2%的通脹目標，因此
市場頗為關注將於本周五公布的歐元區2月通脹
初值，若果該數據顯示歐元區通脹有進一步下行
傾向，則歐洲央行將仍有機會在下周四的政策會
議上作出新一輪的寬鬆行動，不利歐元表現。
雖然美國周二公布2月消費者信心指數略為回
落至78.1，遜於市場預期，引致歐元一度走高至
1.3765美元附近，但隨着歐盟預期歐元區今年經
濟成長僅為1.2%，再加上歐元區通脹依然溫和，
使部分投資者對歐元區的通縮疑慮仍然揮之不
去，限制歐元的升幅，令歐元過去1周多的走勢
皆持續受制位於1.3760至1.3770美元之間的主要
阻力區，不排除歐元短期內將會逐漸往下作出修
正走勢。此外，歐元兌英鎊交叉匯價本周初顯著
受制0.8285附近阻力後，有進一步回落傾向，對
歐元構成下行壓力。預料歐元將反覆走低至
1.3630美元水平。

金價可望挑戰4個月來高位
周二紐約4月期金收報1,342.70美元，較上日
升4.70美元。受到美國公布遜於預期的消費者信
心指數影響，金價升勢持續，現貨金價更於周三
時段反覆走高至1,345美元附近的4個月高位。由
於烏克蘭政局及經濟前景均不明朗，仍可能引發
地緣政治的不穩定，令部分避險資金進一步流入
金市，有助延續金價近期的升勢。現貨金價經過
連日來攀升，將有機會向上衝破過去4個月以來
位於1,360美元附近的重大阻力位，預料現貨金
價將反覆走高至1,360美元水平。

金匯錦囊
歐元：歐元將反覆走低至1.3630美元水平。
金價：現貨金價將反覆走高至1,360美元水平。

投資者憂慮通縮
歐元有下行壓力 隨着印度限制黃金進口，以遏止經常賬逆差，印度去年金銀進口

銳減77%下，1月經常賬赤字從去年12月的101.4 億元(美元，下
同)，縮減至 99.2 億元。
另外，印度去年12月的通脹率在食物價格下跌的影響下，降至過去

8個月來的新低後，1月的零售通脹率，下跌至二年新低的8.79%。
衡量物價漲跌的「躉售物價指數」則從去年12月的6.16，下跌至

今年1月的5.05，跟分析師先前預測的降至6%以下相距不遠，這些
數據顯示印度的經濟有好轉趨勢。

比如佔近三個月榜首的霸菱印度基金，主要是透過印度公司
股票的證券管理組合，以實現長期資本增值的投資策略目標。
基金在2012和2013年表現分別為17.78%及-3.7%。資產行
業比重為25.9% 金融業、22.33% 資訊科技、14% 健康護
理、13.4% 非必需品消費、11.1% 能源、8.4% 工業、3.3%

必需品消費及1% 其他行業。
基金資產百分比為99.4% 股票及0.6% 貨幣市場。
基金三大資產比重股票為9.6% Infosys、8.6% HD-
FC Bank 及 7.2% Housing Development Finance
Corp.。

經常賬好轉 盧比反彈10%
此外，印儲行採取的行動，也促使刺激美元流入，

使得盧比自去年寫下歷史新低的68.845盧比兌1美元後，匯價止穩
回升，讓匯價至今彈升超過10%之餘，但相對盧比兌美元過去2年
貶值了21%。
以印度好轉的經常賬、政府積極政策因應下，盧比看來還是便宜

的；因此即便短期Sensex暫時處於區間震盪，但在盧比出現止穩的
本月初，外資就超買2.29億元的印股。
基本面已見改善，加以5月底的總統大選，印度反對黨（BJP）去

年12月初的地方選舉取得關鍵性的勝利後，推升反對黨領導人Modi
的聲望，再者，反對黨的政策主軸是偏向鼓勵基礎建設與投資，有
利於企業未來發展。
市場對於國會大選變天預期升高，改革政策料將加惠印度股市，可
為市場注入大選紅利動能，也讓大盤股市有望呈現緩步向上格局。

為反擊新興國走資
潮威脅，印度儲備銀
行上月底意外加息
0.25厘至 8厘，為5
個月內第3次加息，
將讓印度盧比同步回
升 之 餘 ， 大 盤
Sensex指數本月起
也漲了2.02 %。投
資者倘若憧憬印度
的基本面改善，
會有利其大盤
後市動能，不
妨留意佈局建
倉。

■梁亨

印度股票基金表現
基金 近三個月 近一年

霸菱印度基金 A USD Acc 8.74% -2.43%
施羅德印度股票基金 A ACC 7.27% 0.28%
景順印度股票基金 C Inc 6.76% -3.17%
瑞印度股票基金 Y 6.43% -2.42%
富達印度焦點基金 A 6.32% -5.24%
木星印度精選基金 € 6.32% -8.93%
聯博印度增長基金 A € 6.09% -10.86%

英皇金融集團(香港)總裁 黃美斯金匯 出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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