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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富翁增速退居全球20
RBC：去年丁財增約一成仍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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暢捷通傳超購209倍 建銀：內地下季料降準或減息

建銀國際推介十隻下半年首選股份
股份 目標價(元)
廣汽（2238） 10.5
騰訊（0700） 132.0
中鐵建（1186） 11.0
潤泥（1313） 6.76
北控水務（0371） 5.45
新奧能源（2688） 55.0
百富環球（0327） 5.6
同方泰德（1206） 5.12
中石化冠德（0934） 8.7
現代牧業（1117） 5.2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建銀國
際發表下半年投資預測，該行研究部副
主管及首席經濟師劉紅哿預期，下半年
恒指升幅有限，預計只有3%，估計最
高只會見23,500點，但下半年有可能下
試19,600點支持，升幅疲弱的原因是下
半年企業盈利增幅放緩。另外，該行看
好科技及汽車股，並預計第三季內地會
減存款準備金率或減息25點子。

「深港通」可能兩年內推
她預計，未來兩至三年「滬港通」規

模將會進一步擴大，刺激港股及A股的
交投及估值，相信「深港通」有機會在
兩年內推出，故看好港股的中小型企業
股份，因這類股份估值相較A股同業為
低。
股票投資方面，該行看好科技、汽

車、保健及基建股，給予「增持」評
級，對於必需消費品、非必需消費品、
內房股、公用事業、內銀股、券商股、
電訊及能源等給予「中性」評級，並建
議減持航空、航運及本地地產股。

內地息率方面，她料第三季人行會下
調存款準備金率50點子，因為內地4至
5月份，外匯佔款大規模收縮，人行需
要以「降準」來向市場注入貨幣，否則
企業的借貸利率會過高，令違約比率上
升。人行亦有可能下調利息25點子，
令流動性放鬆，推動銀行的借貸活動。
內地樓市方面，她認為，內地房地產

雖存在結構性問題，但泡沫爆破的機會不
大，因按揭供款比例相對內地居民的收入
而言，仍然屬偏低水平。下半年內地經濟
增速穩定於7.4%，但房地產投資放緩快
過預期，將是內地經濟最大威脅。

美最快明年中才會加息
對於聯儲局繼續以每次100億美元的

規模來削減量寬措施，劉紅哿認為，最
快10月整個QE3的措施便會結束，預
計最快明年5至7月，美國會首次加
息，但相信只要當地經濟增長符合預
期，利率不會大幅上升。不過，若今年
美國第二、三季的經濟較預期差，聯儲
局強行退市的話，會打擊股市表現。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黃子慢、實習記者倪
夢璟) 近日扎堆的新股中，首間 由A 股公司
分拆業務來港上 H 股的暢捷通(1588)跑出，昨
截止公開發售。據市場消息透露，暢捷通初步
錄得209倍超額認購，凍結資金約200億元，
其招股價範圍由11.99至17.15元，將於26日
掛牌。另外，都市麗人(2298)亦傳初步錄得逾
19倍超額認購，凍資約37億元。

鴻福堂國際配售已足額
新股浪接浪，市傳鴻福堂(1446)下周一加入

戰場，擬發行1.58億股，招股價1元至1.3

元，集資額最多約2.05億元。每手2,000股，
入場費約2,626.2元，預期下月4日掛牌。市場
消息指，員工可在是次公開發售中優先認購部
分股份，另其國際配售已獲足額認購。昨有出
席投資者推介會人士表示，鴻福堂集資所得的
35%會用作開設零售店，預期2016年可在港
再增50間分店，亦會建兩間新廠房；另外有
23%將用於品牌推廣，13%用作償還銀行貸
款。
另有消息指，全媒體應用解決方案供應商世

紀睿科計劃本月23日路演，24日公開招股，7
月7日掛牌，惟未有透露集資額。保薦人為建
銀國際。

綠色動力首日掛牌升9%
至於昨日上市的綠色動力環保(1330)全日收報

3.77元，較招股價3.45元上升9.28%，高位3.96
元，低位3.6元，成交2.41億股，涉及金額9.07
億元。不計手續費，每手1,000股賺320元。同
日上市的瀚華金控(3903)，全日收報1.63元，較
招股價1.62元升0.62%，高位1.67元，低位1.62

元，成交602萬股，涉及金額988萬元。不計手
續費，每手2,000股賺20元。
瀚華金控董事長張國祥出席上市儀式後表

示，早前人行宣布「定向降準」，相信對綜合
企業融資帶來增量的可能性，加上定向降準針
對小微企業，相信該類企業可藉此得到發展機
會，又指政策不會對公司及同業帶來影響，因
可透過此機會與銀行合作，提升業務拓展空
間。對於二度重來招股，張氏指，集資額雖然
有所下降，但目前暫未有融資計劃。

天合化工暗盤價微漲1%
另外，今日上市的內地特種化工生產商天合

化工(1619)因公開發售部分認購不足，公開發
售未獲認購的發售股份重新分配至國際發售，
而國際發售部分初步獲適度超額認購。該股定
價1.8元(原招股價1.75元至2.25元)，集資淨額
約35.2億元。據輝立交易場資料顯示，天合化
工暗盤開市報 1.9 元，較招股價 1.8 元升
5.56%，收報1.82元，升1.11%，每手2,000
股，不計手續費，一手賺40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陳楚倩）受內地經濟增長放
緩拖累，上半年港股表現較差，恒指曾累跌約一
成。新鴻基金融財富管理策略師温傑表示，基於內
地經濟復甦步伐遜預期，調低下半年恒生指數目
標，由26,000點降至25,000點；預測下半年國企指
數目標由13,500點下調至12,300點。該行表示，對
港股下半年市況仍然審慎樂觀，「滬港通」有利刺
激大市交投。

下半年仍受內地因素困擾
他表示，下調恒生指數目標主要由於下半年港股

受制於內地經濟等不明朗因素，預料恒指目標在
25,000點，現時港股的估值仍處於偏低水平，全年
市盈率為10.7倍，低於過去五年平均的12.2倍。雖
然困擾港股的不明朗因素於下半年仍然存在，其中
疲弱的內需及內房表現未如預期，拖累恒生指數曾
累跌約10%。若市況持續表現弱勢將影響內地經濟
增長步伐，市場期待中央出台刺激經濟等政策，支
持經濟回穩發展。

看好環保科網等五大主題
温傑續指，中長期仍看好內地經濟表現，三中全會開展結

構性改革有利內地轉型為持續發展經濟。預期內地國內生產
總值將達到7.5%的增長目標。A股中長期的上漲潛力可能來
自於估值反彈。內地的環保及新能源、科技資訊與網絡、消
費升級、醫療和民生保障及金融改革等板塊為該行五大投資
主題。另外亦看好環保新能源股、保險股、中資券商股、基
建鐵路股、醫療股、汽車股、科網股等股票表現。
另外，外匯策略師任曉平表示，下半年預測人民幣升值的

機會不大，維持1美元兌6.15至6.18人民幣的區間，其中
6.35為其阻力位。由於經濟明顯放緩，今年流入內地的熱錢
較去年有所放緩，相信幾年後，外資見改革成效情況或會好
轉。

加拿大皇家銀行財富管理香
港董事總經理吳道衡昨日

指，增速減慢主要因2011年本
港富裕人士受到股市大幅波動
及下跌，令資產大幅縮減
20.1%、富翁人數減少17.4%影
響，2012年得到強勁反彈致基
數較大。本港作為成熟市場，
難以每年有逾三成增速，故現
時9.4%及11.9%的增長水平屬
非常健康。

今年人數財富料續增長
自08年起的五年，本港經金融風暴後經濟持續增
長，內地刺激政策亦令本港受惠，令本港富裕人士人
數及財富增速一枝獨秀，財富及總人數複合年增長率
高達28.2%及27.3%， 相信今年本港富裕人士人數及
財富將可持續增長。
據報告顯示，本港去年樓價增長速度由2012年的
21.1%，大幅降至2013年的3.3%水平，吳道衡認為，
本港樓市仍正面增長，雖有政策及經濟因素影響，加
上本港樓市政策於下半年推出為主，影響可能持續至

今年，但富裕人士對房地產投資只佔投資組合約20%，
即使本港樓價下跌影響亦不大，而且本港投資者國際
化，亦受惠歐美等地的經濟復甦。

佔中影響 港短期風險增
至於近期包括「佔中」等政治事件，他認為「佔

中」等活動只屬短期風險，未會對本港經濟造成太大
影響。被問及「滬港通」或於10月啟動，他表示，
報告無相關研究，但任何政策若令經濟增長都對富裕
人士產生正面幫助。

內地富翁增18%居第三位
內地方面，報告顯示內地去年富裕人士人數增長率

達17.8%，人數由2012年的64.3萬人增至去年的75.8
萬人，排名僅次去年實質經濟增長1.7%及股市大漲
24.9%的日本，以及科威特。去年內地房價亦扭轉
2012年劣勢，由2012年的負增長1.9%，變成2013年
增長10.1%。

亞太富翁今年料冠全球
吳道衡指，亞太地區仍是全球富裕人口增長最快

的地區，增加17.3%至432萬人，與北美增加433萬
人，差距少於1萬人，由於亞太地區複合年成長率
達9.8%，領先其他地區，故預測2014年亞太地區
富裕人士人數將居全球之冠，2015年的財富也將為
全球最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楚茵） 顧問公

司凱捷與加拿大皇家銀行（RBC）聯合發

表的2014年全球財富報告顯示，本港去年

富裕人士人數及財富分別增長 9.4%及

11.9%，達12.4萬人及6,269億美元，增長

主要來自股市及房地產市場的強勁表現，

但較2012年的人數及財富增長幅度35.7%

及37.2%低，人數增速排名亦由去年冠絕

全球前25個市場，回落至今年的20位，惟

仍較新加坡的25位高。

20132013年首年首2525個市場富裕人士人數排名個市場富裕人士人數排名（（部分部分））
名次名次 國家或城市國家或城市 20132013年增長速度年增長速度
第第11位位 日本日本 2222..33%%
第第22位位 科威特科威特 2121..22%%
第第33位位 中國內地中國內地 1717..88%%
第第44位位 台灣台灣 1717..44%%
第第55位位 瑞士瑞士 1616..88%%
第第66位位 美國美國 1616..66%%
第第2020位位 香港香港 99..44%%
第第2525位位 新加坡新加坡 44..55%%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凱捷凱捷、、加拿大皇家銀行財富管理加拿大皇家銀行財富管理20142014年年

全球財富報告全球財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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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樓帶挈股樓帶挈，，本港去年富裕人士人本港去年富裕人士人
數及財富分別增長數及財富分別增長99..44%%及及1111..99%%。。

■温傑(左)稱，下半年港股仍受內地經濟等不明朗因
素困擾。旁為任曉平(右)。 陳楚倩 攝

■瀚華金控董事長張國祥(右)及綠色動力環保
集團董事長直軍昨出席上市儀式。 張偉民 攝

■吳道衡。方楚茵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