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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員：短期阻力位現 換馬落後股
港股月漲6.8% 近兩年最佳

香港文匯報訊 （實習記
者 倪 夢 璟 ）卡賓服飾
（2030）昨公布截至6月底
中期業績，營業額為4.29
億元（人民幣，下同），
按年升28%；盈利1.13億
元，按年升47.1%；毛利率
為43.6%，按年增加0.5個
百分點；每股盈利 0.16
元，按年上升6.7%；中期
派息每股8港仙。

最快年底展開電商銷售
公司主席楊紫明表示，雖然內地經濟及消費市場相對

過往較慢，但因內地城鎮化發展迅速，公司主攻的二、
三線城市對品牌男裝需求日益增長，故看好未來發展。
他表示，最快年底可展開電商銷售業務，但暫定自行營
運，未與淘寶等平台合作。
他同時稱，由於在2011年擴展過快，現時準備關閉部
分低效的店舖，期望提高銷售效率，相信年底店舖數量
仍可高於去年，料今年同店銷售能有雙位數增長，對長
遠發展保持樂觀。該股昨收報2.83元，跌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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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倪夢璟）理文
造紙(2314)昨公布截至6月份的中期業績，總
收入為83億元，同比上漲2.5%；純利為9.13
億元，同比下滑6%；每股盈利19.46港仙，
同比跌 5.9%；中期息派 6.8 仙，同比跌
6.8%。集團首席執行官李文斌表示，受人民
幣匯價下跌及行業產能過剩拖累，集團整體
盈利下跌，但相信困難只是短期，料內地經
濟長遠向好，產業前景較為樂觀。

撇除匯兌損失 盈利保平穩
李文斌指，由於集團80%業務都用人民幣

結算，故受匯價影響較大，此次集團匯兌虧
損達6,700萬元，但若將此因素排除在外，
集團盈利保持平穩。
集團主席李文俊表示，現今行業競爭非常
強烈，集團保持盈利已屬不易，雖然現在面
對較多困難，但仍看好長遠發展。李文俊解
釋，內地加強環保政策，要求年產20萬噸以
下、不達環保要求的廠房關閉，有效控制產
能過剩，將利好行業發展，而包裝用紙又屬
剛性需求，故未來發展潛力很大。

料下半年淨負債率降至約66%
集團財務總監張國強補充，由於擴大產能，公司凈負

債比率由63%上升至69%，望下半年可回落至66%；全
年資本開支達18億元，上半年已開支11億元，因今年1
月已再融資，故暫未有融資的需求。
李文斌還稱，集團全年銷售目標為520萬噸，與去年
相比增長10%，目前已銷售240萬噸，明年銷售目標將
升至550萬噸。另外，李文斌指，位於越南的廠房建設
未受排華影響，料明年底前可以完工。
同系理文手袋(1488)中期純利2,109.7萬元，同比跌

47.4%，每股盈利由 4.9仙下跌至 2.6仙。中期每股派息
1仙，上半年毛利率則下跌3.2個百分點至19.5%。

■卡賓服飾主席楊紫明
（中）。 倪夢璟攝

■左起：理文造紙首席執行官李文斌、主席
李文俊、財務總監張國強。 倪夢璟攝

49萬人捧 iBond 金額減19%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陳楚倩、實習

記者陳家恩）第4批iBond(4222)昨天
中午2點截止認購，政府發言人表
示，初步統計，今年認購人數約49萬
人，認購金額約為291億元，較去年
第3批的52萬人及396億元為少。

平均人均認購數降至6手
中銀香港全球市場副總經理梁偉基
表示，該行今年認購人數與去年持
平，但認購金額下跌19%，平均每人
的認購數也由7手降至 6手。他表
示，今年有更多券商參與，總認購人
數不超過50萬，將每人平均穩獲2
手。大新銀行(2356)表示，今次iBond
認購反應熱烈，總認購人數跟去年相
若，客戶平均認購近6手。

股市暢旺影響認購反應
梁偉基表示，對今年的認購反應表
示滿意，因去年iBond3認購人數已創
零售債券市場的新高，今年iBond4認
購人數能夠保持去年紀錄，表現不
俗。再加上今年股市暢旺，部分投資
者轉移焦點至股票市場，某程度影響
iBond4認購反應。

料首日可升至逾104元
梁偉基又指，認購人數方面，
iBond4比 iBond2有 44%的增長。對

於去年有8%投資者選擇在首日掛牌
上市後即沽出，梁偉基表示，每人的
想法不同，以iBond1為例，投資者持
有至期限日，回報率為14%，若投資
者即日離場，每手約賺 4%；參考
iBond3首日收報103.15元，他預料首
日有機會升至104至105元。
此外，據該行統計的渠道分布顯

示，使用網絡認購的比例約佔54%，
較去年51%為多；而最後一日通過網
上認購的比例大幅增至68%，較首日
48%以及去年首日44%為多。
永隆銀行總認購宗數較去年上升1

成半，總金額較去年下跌。平均金額
約6萬元，預計今年的認購人數較去
年為多。
記者昨走訪灣仔、中環及銅鑼灣

一帶，未見出現「趕尾班車」的人
龍。反見櫃枱冷清，最後一小時只
有零星一、兩位客人填表認購。在
中環德輔道中的中銀分行，認購的
市民普遍反應正面。客戶鄭小姐表
示，之前未曾抽過 iBond，今次對
政府有信心，認為會有平穩回報。
前往銀行辦理手續的宋先生則指自
己沒有抽，但認為 iBond至少能追
上通脹；陳先生則表示自己年年也
有抽，今次打算抽1手，並表示滿
意息口，昨日才知道是最後一天，
便趕來銀行辦手續。

■陳先生表示，自己年年也有抽iBonds，
今次打算抽1手，今日才知道是最後一天，
便趕來銀行辦手續。 張偉民攝

■林先生前幾次iBond都有認購，今年市況
波動，所以並沒有買，昨日到銀行只是想看
看認購反應。 張偉民攝

■鄭小姐表示，之前從來沒有買過債券，今
次對政府推出的iBond有信心，相信能夠帶
來平穩回報。 張偉民攝

■前往銀行辦理手續的宋先生指自己沒有
抽，但認為iBond至少能追上通脹。

張偉民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以1964年
7月31日作為指數基日的恒生指數，昨日剛
好是五十歲「生辰」，恒指公司董事兼總
經理關永盛表示，50年之間，恒指每年的
複式回報率約11.7%，令累積回報接近250
倍。若由1990年開始，將所得的股息盡數
「再投資」，那50年前投資1元在藍籌
股，今天便有約592.6元的回報。他表示，
由90年開始至今計算，其間的股息率約3.5
厘，也算能夠抵銷通脹因素。

當年1元買藍籌 今日賺590元
第一代的藍籌成份股共有30隻，經過多

次改革，目前藍籌股數目已增至50隻，當

初的30隻藍籌中，現時只剩7隻「元祖
級」藍籌，分別是中電 (0002)、煤氣
(0003)、九倉 (0004)、匯控 (0005)、電能
(0006)、和黃(0013)及太古A(0019)，全是公
用事業及綜合企業。隨住紅籌及國企股紛
紛染藍，中資股現時佔恒指比重超過一
半，真正港產藍籌只剩47%。
過去恒指經歷過的多次改革，除了藍籌
股數目之外，最引人爭議的可算是採用流
通市值去計算指數，以及是否納入H股成
為藍籌股。至於隨着「滬港通」實施，挑
選藍籌的準則會否再改變，關永盛表示，
這需要一段時間去觀察，但對各種意見持
開放態度。

恒指五十歲 累積回報近250倍

■恒生指數董事兼總經理關永盛(右)及執行副總裁兼研究及發展主管黃偉雄。
張偉民攝

訊匯證券行政總裁沈振盈表示，目前
大市已進入典型的大牛市升浪，外

圍因素將置之不理，資金會繼續輪流追
炒落後股及重磅股。但他強調，大市短
期的阻力位已出現，相信港股在25,000
點前徘徊一段時間，在升穿該水平之
前，相信大市有一定調整壓力。

二萬五關前料整固
他續說，大市市底無疑是強的，但不

建議投資者現階段高追累升很多的一線
股，反而應換馬至落後股。他建議可選
內險股或內銀股，待大市回調後買入；
即使大市不回調，內險及內銀估值尚算
偏低，加上滬港通對內地大盤股有利，
故股民可考慮該些板塊，或者一些落後
的水泥、鋼鐵及煤炭股等。
國指收市升10.8點報11,130點，當中
內房股表現突出。巴克萊發報告唱好內
房股，該板塊午後升幅即擴大，中海外
(0688)升4.6%，成表現最佳藍籌。獲巴
克萊升級的潤地(1109)升 3.6%，萬科
(2202)亦漲 4%。另外，世房(0813)升

4%、融創(1918)升 7%、越秀(0123)升
4.2%、綠城(3900)升5%。
群益證券董事曾永堅表示，內房股估

值吸引，加上投資者認為中國下半年仍
維持定向寬鬆政策，料對內地樓市有
利，內房股將有可觀升幅。另外，水泥
及建材股也會因而受惠，建議投資海螺
(0914)等大型水泥企業。不過，美國可能
加息，本地地產股不宜作投資首選。

新地及恒地再破位
地產股昨日仍普遍向上，長和系公佈業

績前變動不大，長實(0001)升0.2%、和黃
(0013)跌0.84%，新地(0016)、恒地(0012)
及新世界(0017)均升逾1%，其中新地及
恒地再破位。金利豐證券研究部執行董
事黃德几指出，長實在公佈業績前已累
積一定升幅，「放榜」後股價有獲利回
吐實是在所難免。至於和黃本月則跑輸
大市，若業績無驚喜，回吐的壓力將增
加，若市場反應理想，則可能支持股價跟
上大市步伐，但料升幅不會很突出。
港交所(0388)反覆向好，收升1.34%，

惟騰祺基金管理投資管理董事沈慶洪表
示，港交所已呈過度亢奮，現價追入的
投資者需小心，始終「滬港通」尚未出
台，對兩地市場的影響目前只是「估估
下」。若滬港通推出前，市場再次出現
重大負面消息，屆時市場情緒即轉向，
或會令該股股價大幅下瀉，故建議股份
回落至161元左右才值得吸納。

博滬港通追A股ETF
中資券商股亦被看好，沈慶洪建議投

資者首選海通(665)或中信証券(6030)，因
為該兩間券商在兩地皆有業務，其次可
考慮國泰君安(1788)、第一上海(227)及申
銀萬國(218)。
另外，他也建議投資者可跟進A股

ETF，如南方A50(2822)和 X安碩 A50
(2823)，料兩隻股份亦會跟隨大市上升。
昨日資金便再大量流入有關的ETF。X
安碩A50升3.1%，南方A50漲2.4%，兩
者成交分別高達29億元及18.26億元，
前者更居成交榜首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港股7月受多項利好因素推動，加
上資金湧入，逼金管局要連番干預，促使恒指7月屢創高位，延續港
股7月多數造好的「傳統」。恒指昨日再升24點，報24756.8點，
成交仍高企845億元。至此，大市連漲第8天，收市價仍是3年半高
位。整個7月計，大市累升1566點，升幅6.8%，是2012年9月以
來表現最好的一個月。

■港股昨再升24點，已連續第8個交易日上升，全月計則漲6.8% 為近兩年最
佳。 中通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萃華）復星國際(0656)公
布，其間接持股的附屬公司Fidelidade 入股Tom
Tailor 23.16%的股權，以進軍德國消費市場。

持股23.16% 助拓中國市場
復星總裁汪群斌表示，入股Tom Tailor實踐了復星
「中國動力嫁接全球資源」的投資戰略。他又指，升
級消費是復星的重要投資方向之一，公司將利用自身
的資源及競爭優勢幫助Tom Tailor，讓更多的中國內

地消費者所認識，並協助其加大在內地市場的發展。
Tom Tailor是一家國際性的時尚生活品牌公司，

通過批發和零售的方式在超過35個國家進行銷售。
旗下品牌Tom Tailor和Bonita提供中等價位的個性
休閒服飾及飾品。
Tom Tailor首席執行官Dieter Holzer表示，對復

星入股感到非常高興，是非常值得信賴的投資者，又
表示復星對很多不同國際市場擁有深厚認識，並承諾
會長期投資。

復星入股德服飾品牌Tom Tailor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曾敏儀）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
局（積金局）提醒強積金中介人，強積金中介人新規管
制度的過渡期將於10月31日屆滿，呼籲尚未重新註冊的
約500名中介人盡快向積金局重新註冊，若他們於限期前
未遞交註冊申請，其註冊資格將會失效；並於11月1日起
便不可再從事任何強積金相關的受規管活動。 根據法
例，除訂明的特殊情況，沒有註冊而從事與強積金計劃有
關的銷售及推銷活動，即屬違法，最高可被罰款500萬元
及監禁7年。

強積金中介人再註冊10月底結束

7月份恒指表現最佳及最差成份股
排名 股份 最佳表現(%)
1 潤地(1109) +28.4
2 中海外(0688) +26.6
3 港交所(0388) +20.1
4 國壽(2628) +15.0
5 中移動(0941) +14.2
排名 股份 最差表現(%)
1 旺旺(0151) -4.5
2 金沙(1928) -1.5
3 潤電(0836) -1.1
4 中海油(0883) -0.3
5 煤氣(0003) -
恒指昨收 本月變化
24,756點 +1,566點/6.8%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曾敏儀）香港工業總會主席劉展
灝昨日在記者上表示，鑑於歐美出口市場經濟復甦緩
慢，香港零售業表現亦未如理想，工總修訂年初的2014
年GDP按年增長預測，由原先3.5%至4%調低到3%至
3.5%。另外，他又表示今年上半年本港出口表現強差人
意，儘管下半年增長加快，但工總預計全年本港出口只
會呈中單位數字增長。
劉展灝指，美國第一季經濟表現比預期差主要受天氣

影響，但樓市及投資市場開始穩定，且失業率下跌，預
計美國將於第二季重回正軌。不過，由於美國經濟仍然
面對結構性問題挑戰，工資增長緩慢，消費意慾難以大
幅增加，所以本港的非必需產品出口仍未能得益。
至於歐元區，劉展灝認為，當地今年首季GDP按年增

長0.9%，6月份失業率亦比去年同期下跌0.4%，採購經
理指數亦節節上升。不過，他仍審慎預測歐元區經濟要
到一至兩年才有較明顯升幅，因當地公共及私人的債務
依然沉重，銀行信貸保守，投資意慾未見改善。
明年適逢工總成立55周年，除了一系列慶祝活動外，工

總更在「Q嘜保證」之上推出「D-Mark」，鼓勵並肯定優
秀設計(Design)的產品。劉展灝指出，創新及完善的高質素
設計是廠商增值的方式。企業可向香港設計委員會申請，
如獲接納，便可在宣傳品上使用「D-Mark」的標籤。

工總降港GDP增長預測至3-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