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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通睇好港股上三萬二
平保：房產業務風險可控

■左起：中國平安副總經理兼首席保險業務執行官李源
祥、副董事長兼常務副總經理及平安銀行董事長孫建
一、副總經理兼首席財務官姚波、首席運營官陳心穎。
記者張偉民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涂若奔）內地樓價
普遍下跌，房地產市場相關業務的風險日漸
增加。平保（2318）首席投資執行官陳德賢
昨日於業績會上透露，集團的房地產相關投
資為 831 億元（人民幣，下同），佔總資產
不到 7%，且其中有逾 500 億元屬固定收益類
投資，加上主要投資均在內地一線和二線城
市，故相信風險屬於可控水平。

房產業務以國企地方政府為主

平保昨日在香港和上海同時舉行業績會。
陳德賢在上海會場上表示，集團的房地產投
資基本都有抵押和擔保，且大部分來自大型
國企和內地政府，目前該板塊的表現仍較平
穩。平安銀行行長邵平也在同一場合表示，
該行的房地產事業部對貸款持審慎態度，相
關業務的佔比不高，約為 18%左右。該行目
前並未停止樓宇按揭，但資源配置較少，且
利率也相對較低。
談及海外業務時，陳德賢表示，集團的海
外投資逐年擴大，今年有 300 億元資金投入
海外資本市場，比例屬適中水平，由於人民
幣升值趨勢已被消化，未來3年至5年集團將
會繼續擴大海外投資的比例，主要將選擇一
些有現金流、收益穩定及負債較低的項目，
例如基建和公用事業等。
集團期內的保險資金組合可供出售金融資
產減值大增 6.23 倍，至 76.08 億元，引起不
少關注。副總經理兼首席財務官姚波於香港
會場上解釋稱，這主要是由於內地股市表現
不佳，尤其是金融、銀行股較低迷，基於會
計準則，集團對賬面虧損的股票進行資產減
值，但下半年的壓力也因此得到釋放，故對未來業績充
滿信心。

馬明哲：銀行業務「開始起飛」
對於未來發展前景，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馬明哲於上
海會場上表示，集團目標是在十年內，形成保險、銀
行、投資三大支柱，其中保險業務每年增長都好於市
場，對此非常有信心。銀行業務於去年合併重組後已
「走上正軌，開始起飛」。投資業務方面，相信未來的
資產管理有巨大的機會和潛力。
副總經理兼首席保險業務執行官李源祥也於香港會場
上表示，中央早前頒布的「國十條」對保險業意義重
大，有利行業地位的提高，國家期望至 2020 年，保險業
要佔 GDP 的 5%，以此計算全行業的總保費收入每年增
幅將為15%，利潤釋放空間非常巨大。

本周企穩 25000 升勢即可確認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港股周二下午急升後，昨日明顯
乏力，恒指一度倒跌，在友邦(1299)及騰訊(0700)持續推動下，
全日才可倒升 37 點，收報 25160 點，成交約 710 億元，成功「4
連升」。市場人士普遍預期，港股再大升的空間已不大，但有大
行卻繼續唱好港股，繼大摩早前指 2015 年恒指最牛能見 50,000
點後，摩通亦預計，如果恒指在本周五收市仍企於 25,000 點之
上，今個升浪便可望挑戰 32000 點這個 2007 年高位。
Sunil Garg 昨在研究報
摩通分析師
告中表示，恒指成功突破 25,000

點後，已確認恒指已成功突破 24,000
至 24,400 點這個重要阻力區，只要可
持續企穩於 25,000 點之上，下一輪恒
指 可 望 暢 通 無 阻 地 升 至 2007 年 的
32,000 點高位。而本周五恒指在何水
平報收，將會是強烈的預示訊號。

首選電訊科網能源股
故此，摩通建議投資者買入藍籌及
恒指相關股份。在各隻成份股中，預
計工商指數將跑贏大市，當中以電訊
股、互聯網股、能源股及大型綜合股
屬首選；反之，地產股或失去上升動
力；而對公用股，該行則持中性看
法。
不過，短線方面恒指可能面對不少
阻力。耀才證券研究部經理植耀輝表
示，大市已累積不少升幅，料短期再
大升空間不大，估計恒指只會在
25,200 點左右徘徊。板塊方面，內險
股有機會追落後，但由於部分H股較A
股有偏高溢價，或限制升勢。
匯豐中國 7 月製造業 PMI 數據於今
天公布，聯儲局主席耶倫也會於銀行
家年會講話，兩事項料會成為市場焦
點，可能影響大市走勢。
市況方面，重磅股騰訊及友邦昨日
向好，分別升 1.6%及 2.2%，友邦更曾
高見 44 元，創上市新高，該兩股合共

貢獻恒指約 71 點。上海綜指結束三連
漲，國指亦跟隨回軟，全日跌約 39
點，收報11,056點。

耶倫講話前 地產股發力
地產及公用股亦向上，恒地(0012)升
2.1%，信置(0083)升 2.8%，恒隆(0101)
升 3.35%。公用股方面，電能(0006)升
約 2% ， 煤 氣 (0003) 升 3.15% ， 中 電
(0002)升 1.12%。分析員指出，兩幅屯
門地皮的中標價高於市場預期，有助
帶動地產股短期表現。
個別股份方面，金山(3888)中期業績
只多賺近 7%至 3.64 億元人民幣，盈利
增幅減少，該股一度急跌約 8%，連
250 天 牛 熊 線 也 跌 穿 ， 收 市 仍 跌 近
4%，成交急增至近 10 億元，反映沽壓
沉重。

花旗唱好 中銀年半新高
中行(3988)中期只多賺 11%，剛好符
合市場預期。大行普遍認為，若不計
算撥備其盈利表現也算不錯，未來要
關注不良貸款問題。高盛只予中行
「中性」評級，目標價 3.8 元；里昂則
唱好，目標價上望 4.4 元。至於子公司
中銀(2388)半年賺逾7%至近121億元，
淨息差更擴大至1.74%。花旗指業績符
合預期，更指中銀是行業投資首選，
中銀昨升近3%，成交達13億元，創一
年半新高。

■市場人士普遍預期，港股短期再大升的空間已不大。

中新社

中金 IPO 叮走建銀國際

香港文匯報訊 曾獨家保薦福建諾奇
(1353)上市的建銀國際，昨被中金公司從
保薦人名單中刪除，剔走建銀國際後，
中金上市的保薦人剩下中金自己及農銀
國際。另外，總部設於瀋陽的盛京銀
行，計劃今年來港上市，集資 10 億美元
（約77.5億港元）。

時間受到拖延。中金的上市審批時間原
定是年末。根據法例，赴港上市的內地
公司，在向港交所（0388）尋求上市批
准之前，需要先得到中國監管機構的批
准。
中金公司目前正計劃在港 IPO，集資 5
億美元（約38.75億港元）。

建銀國際疑受諾奇所累

盛京銀行擬南下上市

據昨日《華爾街日報》消息，中金公
司已將建銀國際從保薦人名單中刪除。
建銀國際在今年初曾獨家保薦福建休閒
服裝公司諾奇來港上市，但諾奇董事長
兼行政總裁丁輝上月涉嫌捲款潛逃，諾
奇的股份自 7 月 23 日起已被停牌。諾奇
於 7 月 25 日的公告稱，公司已向香港警
方報案，董事長兼行政總裁丁輝失蹤。
公司表示，日常運作事務由丁輝哥哥丁
燦陽負責。
知情人士稱，中金作出上述決定，是
由於擔心內地監管部門，會因建銀國際
涉及諾奇事件，而令其上市計劃的批准

另外，IFR昨引述知情人士稱，總部位
於瀋陽的商業銀行盛京銀行，計劃今年
在港 IPO，籌資 10 億美元（約 77.5 億港
元），集資所得將用於充實資本。截至
去年 12 月 31 日，該行核心一級資本充足
率為10.08%。
消息稱，盛京將最早在 9月向港交所遞
交 IPO 申請。招商證券是盛京銀行此次
IPO 承銷商， 預計稍晚將有更多銀行加
入該 IPO。盛京在 2009 年已向中證監提
出上市申請，仍在等待批准的同時，也
謀求海外上市，該行傳將於 8 月底尋求股
東批准在香港上市。

渣打反黑不力累數百港企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渣打
(2888)已就其紐約分行反洗錢交易監測系統
的不足之處，前晚與美國紐約州金融局達成
和解，同意支付 3 億美元（約 23.25 億港
元）民事罰款。此外，協議還包括限制渣打
紐約分行向香港個別小型企業客戶提供美元
結算服務。渣打發言人昨日指，只有數百名
本港小企業客戶受影響，會個別通知受影響
客戶。香港金管局昨日發表聲明指，已敦促
渣打香港配合渣打紐約措施。渣打股價昨跌
0.25%，報158.1港元。

金管局敦促配合紐約措施
對於被紐約州金融局指本港潛在高風險交
■渣打就其反洗錢交易監測系
統的不足之處，與美國紐約州 易，金管局昨強調，一直有密切監察渣打香
金融局達成和解。
法新社 港的打擊洗黑錢，以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

管控措施，雖然發現一些有待改善之處，但
不構成重大監管問題。金管局續指，渣打香
港佔渣打集團最大的市場份額，並透過渣打
紐約清算商業美元交易的最大源頭，當中涉
及不少小型企業客戶的交易。該局表明，已
敦促渣打香港妥善處理受影響客戶，盡量減
低對他們的干擾。
今次事件源於兩年前，渣打因協助伊朗客
戶洗黑錢，被罰超過 6 億美元，但有關情況
沒大改善，渣打再次因洗錢問題而要付出巨
額罰款。此外，紐約州金融局更將矛頭直指
渣打香港。

香港阿聯酋分行被利用洗黑錢
紐約州金融局指，渣打未能偵測大量潛在
高風險交易，而主要源自渣打香港和阿聯酋

分行。渣打承諾在 45 天之內暫停為香港部
分小型企業客戶提供美元結算服務，直至監
察員核准運作為止，未來每月要就相關風險
持續審查，並確定是否需要額外監控措施。
至於渣打阿聯酋分行，已開始撤出中小型
企業客戶程序，和實行加強監控措施。渣打
強調，集團的絕大部分客戶和業務，以及其
美國牌照均不受此和解方案影響。
渣打今次與紐約州金融局達成多項和解協
議，除罰款外，還包括改進渣打的交易監測
系統、延長金融局委任的獨立合規監察員任
期兩年、經渣打紐約結算的一些美元付款，
需加入其匯款人及受益人的身份識別資料，
以及客戶於渣打紐約開立美元帳戶，需要事
先獲得紐約金融局的批准，直至系統提升至
金融局核准的標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