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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薇31億入股阿里影業
佔9.18% 成第二大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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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網及軟件股昨急升
名稱 股號 昨收(元) 變幅(%)
公共採購 1094 0.175 +33.59
慧聰網 2280 6.43 +12.61
IGG 8002 3.02 +8.63
博雅互動 0434 5.77 +8.46
神州數字 8255 1.16 +7.41
擎天軟件 1297 3.55 +7.25
金蝶國際 0268 2.54 +6.72
金山軟件 3888 18.74 +6.48
騰訊控股 0700 137.00 +3.24

騰訊破頂 科網股齊炒高

賣樓勁 恒隆地產多賺62%

上投摩根：
滬指潛在升幅18%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偉聰）合和實業(0054)及合和
公路基建(0737)昨公布截至去年底止半年業績。合和實
業純利按年升16.37%至8.6億元，每股盈利0.99元，每
股中期息按年維持50仙。合和公路基建純利按年下跌
15.9%至2.61億元人民幣；綜合路費收入淨額減少2%
至9.88億元人民幣；每股盈利8.48分人民幣；中期股
息每股派8.4分人民幣。董事總經理胡文新於電話會議
上表示，公司目前沒有計劃重啟分拆合和地產的計劃。
胡文新表示，公司目前有36億元現金，加上物業銷售

的金額和可用信貸，公司有足夠資金應付發展中項目的資
金需要，會物色合適項目作發展。他提到，合和中心二期

於2015及2016年之資本開支計劃分別僅為1.8億及12.6
億元。另外，租金收入方面，合和中心寫字樓2015財年
的目標租金收入為按年升6%至逾2.5億元；九展2015財
政年度的整體收入目標為按年升19%至4.8億元。

合和公路料盈利見底好轉
而合和公路基建方面，胡文新相信，公司盈利將於
2015財年見底好轉。因沿江高速公路於2013年12月28日
全線通車後，廣深高速公路的日均路費收入已穩定在約
890萬元人民幣，即2013年的水平；珠江三角洲西岸幹道
維持穩健增長，目標於2015財年下半年達至收支平衡。

資料顯示，趙薇及黃有龍去年12月20日在場外按每
股平均價1.6元購入逾19.3億股阿里影業股份。趙

薇因1997年主演電視劇《還珠格格》而迅速廣為人熟
悉，收入大增，其於娛樂圈中一向投資有道，曾低價購
買過房產投資樓市，以及收購法國酒莊。
阿里影業於去年12月22日復牌，公司當天傍晚發出

公告，宣布內地知名武打演員李連杰由獨立非執行董事
調任非執行董事，另委任《英才》雜誌社社長宋立新為
獨立非執行董事。集團早前並宣布，其首部電影《擺渡
人》正式啓動。電影改編自暢銷作家張嘉佳的同名短篇
小說，張嘉佳任導演，王家衛監製，梁朝偉等主演。

阿里影業盈警料去年勁蝕6億
阿里影業昨發盈警，預期截至去年底全年將錄得最多6
億元重大虧損，主要由於收入大幅下降；去年中期錄得
3.93億元減值撥備；推遲發行電視連續劇及發行電影；
以及雜誌廣告收入下降。
阿里影業前身為文化中國傳播，先後獲「雙馬」入

股，去年3月阿里巴巴就以每股0.5元入股文化中國傳
播，以認購124.88億新股，共涉資62.44億元，佔經擴
大後之已發行股本60%。同時將騰訊(0700)原持有的8%
股權攤薄至3.2%。
但在復牌前該公司曾停牌近四個月，因阿里巴巴去年

入股改名為阿里影業後，新管理層發現過往會計期間可
能存在不恰當財務處理行為，並可能未對若干資產計提
充分的減值準備。其後公司公布，去年上半年淨虧損
4.43億港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偉聰）近年不少娛樂圈
中的藝人都跳出影視圈，躋身金融投資，圈內要數
投資有道的一定是去年趙薇與范冰冰入股唐德影視
股份，兩人分別持股1.95%及2.15%，在公司成功
上市後，即賺近億元。而趙薇去年執導電影《致我
們終將逝去的青春》獲得不少好評，內地票房高達
7億元（人民幣，下同）。
趙薇在2011年就聯同丈夫黃有龍，以400萬歐元
的價格買下葡萄酒業界知名夢洛酒莊Châ teau
Monlot，成為第一個擁有法國酒莊的中國明星。翌
年，趙薇又購入第二座酒莊帕塔拉貝酒莊
Châ teau Patarabet，並在法國波爾多成立Cellar-

privilege葡萄酒貿易公司。中國廣東省廣告股份有
限公司早前宣布將與珠海合智文化傳媒、看寶文化
傳媒和趙薇等人共同出資5,000萬元成立娛樂公
司，趙薇一人便豪擲250萬元投資。

京滬掃別墅活躍房地產
在房地產投資上，趙薇亦十分活躍，先後在上海
及北京買入近2,000萬元及5,000萬元的別墅。2009
年又在新加坡購入了一棟價值3,000萬港元的海景
洋房，2012年，趙薇再購入香港皇璧兩個複式「鴛
鴦樓」，總價約1.1億港元，單計房地產投資便超
過2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涂若奔）由於
希臘政局「變天」，市場在避險情緒驅
動下追捧美元，其他主要貨幣紛紛下
滑，人民幣匯率亦不例外。人行昨日將
人民幣中間價定為6.1384，較前一個交
易日下調42點子。人民幣即期匯率更
應聲暴跌，昨日一度貶值 500 點至
6.2572， 創近八個月低位，收報
6.2542，跌幅為0.41%，亦是十個月來
最大單日跌幅。

美元強波幅首逼2%界限
受隔夜國際美元走強影響，銀行間外

匯市場上的人民幣即期匯率昨日開盤報
6.2423，繼續前一個交易日的下跌勢
頭，最低跌至6.2572，為2014年6月4
日以來的近八個月低位，即美元兌人民
幣較中間價漲幅達1.93%，創下最高紀
錄。事實上，人行是在去年3月15日宣
布擴大人民幣匯率波幅，從1%增至
2%。昨日則是人民幣匯率變幅首次逼
近2%的界限。
路透社引述交易員指出，短期市場普

遍看空人民幣，但歐元急跌與美元瘋漲
的態勢料會有所趨緩，人民幣跌幅亦將
隨之收窄。另外，近期人民幣疲態是對
瑞郎「脫歐」與歐版QE推動的連鎖反
應，「因為有套利盤，境外的盤子比境
內大，肯定境內會被境外拖着走。除非
是境內有央行（出手），不然我們現在
沒有定價權」。

市場料人幣貶值壓力增加
MFI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經濟學家江勳、研究員

尹偉也在研報中指出，國際美元會有一波相當凌
厲的春季攻勢。歐元貶值長期對人民幣有利，甚
至對內地的長期結構性改革能提供流動性支持，
但是短期壓力比較大。歐元/美元只要繼續大幅下
跌，人民幣資本賬戶無法取得「冷錢外溢」和
「熱錢流入」的平衡，貶值壓力將會越來越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堡明）上投摩根投資
（香港）總監張淑婉昨日於記者會上預料，由於
A股估值仍然偏低，若內地居民的資產配置今年
轉至投資股票及債券之上，上證指數有機會上望
至4,000點，即較昨日收市的3,318點有18%的潛
在升幅，今年的波幅則會於3,500點至4,000點之
間徘徊，張淑婉指A股之中看好電訊、環保、醫
藥、新能源等板塊。
於記者會上，張淑婉引用統計指，以2011年計
算內地居民的資產配置中，接近60%以房地產為
主，而股票及債券相關比例只有4.2%，遠低於美
國2014年17%的股票類別資產比例。隨着內地房
地產市場的潛在風險，以及A股過去一年的良好
表現，若居民提高於股票類別的資產比例，相信
可進一步刺激A股升幅。

內地今年經濟料持穩
不過，18%的潛在升幅與2014年接近50%的漲

幅相比，可謂九牛一毛，張淑婉解釋因去年已出
現大幅向上，加上目前內地融資成本較高，會增
加內地市場的波動性。但由於政策方向以降低資
金成本為主，而各項改革今年將會進入落實階
段，預期今年經濟將會維持穩定，增長目標維持
在7%以上。
雖然預測接近市場平均值，而內地房地產市場

的危機仍未正式解決，張淑婉表示該行看到房地
產於2014年第4季起已有好轉，相信剛性需求仍
然存在。而對於佳兆業（1638）的違約問題，她
認為是政治事件居多，強調該公司的樓盤沒有不
好的地方。

將推RQFII基金產品
上投摩根昨日宣布，將推出全新的人民幣合資

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基金產品，基金組
合有不少於70%會投資於A股，並以人民幣計價
及結算，其餘則會尋找境外內相關公司的固定收
益產品、債券等，最低認購金額為1萬元人民
幣。上投摩根（香港）行政總裁何啟賢就指，集
團於2013年推出一隻債券基金，兩隻基金將會共
享8億元人民幣的RQFII額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洪鏘）近年大力發展內地商
場業務的恒隆地產(0101)昨天拉開藍籌公司全年業績的
帷幕。恒隆地產（0101）及恒隆集團（0010）股東應佔
純利分別達117.04億元及68.25億元，按年增長62%及
50%。恒隆地產董事長陳啟宗表示，內地營商環境仍未
見好轉，中高檔消費短期內仍有挑戰，不過相信未來30
年內內地消費市場仍會為世界所注視。
恒隆地產上年營業溢利130.08億元，按年增九成，主

要受惠於物業銷售溢利按年大增3.9倍、達74.19億元；
另外，物業租賃溢利55.89億元、按年增5%。期內售出
住宅單位包括261伙西九龍君臨天下，以及151伙大角
咀浪澄灣，整體物業銷售邊際利潤為76%。每股盈利
2.61元，末期息每股59仙；全年派息76仙，按年升
1%。股價昨收報22.15元，升1.14%。
至於恒隆集團期內營業溢利按年增長八成半，至

134.06億元，每股盈利5.04元，末期息每股62仙；全年
派息81仙，按年升1%。股價昨收報37元，升1.09%。

電商發展對集團影響不大
集團近年大力發展內地商場及寫字樓項目，去年相繼
落成的天津及無錫項目，令集團在內地租賃樓面達
176.1萬平米。陳啟宗表示，內地經濟環境短期仍有困
難，當中高中檔消費較為疲弱，不過旗下項目租金收入
仍能錄升幅。對於電子商貿正改變內地消費模式，陳啟
宗認為電商發展對低檔零售衝擊較大，而集團定位為中
高檔消費，相信對集團影響不大。

陳啟宗：無意遷冊無計劃重組
長和系日前公布改組引起市場對港資遷冊和撤資的注
意，被問到會否遷冊，陳啟宗斬釘截鐵稱「無諗過、無
可能」。他亦表示沒有計劃重組和投資歐洲市場。他指
出集團對本港和內地市場維持正面，相信十幾年內內地

仍會是增長較快的經濟體，其消費市場在未來二、三
十年仍會是世界的焦點。

對內地長遠消費市道樂觀
恒隆地產董事總經理陳南祿形容「內地消費需求無可

限量」，隨着城市化速度增加，內地人對生活質素要求
趨高，加上對外國品牌的需求短期難以被內地品牌取
代，故對內地長遠消費市道樂觀。
內地大型商場競爭劇烈，陳啟宗重申旗下商場定位中

高檔，並再度發表「范冰冰論」：「（旗下商場）好似
范冰冰咁靚，點會無人追？」對於吸納土儲亦同樣能應
用，笑言「要搵范冰冰咁靚嘅地」，只是內地買地牽涉
複雜，市場難看透，「不過咁先有機會、咁先好玩。」

「樓價大升大跌都不好」
談及今年本港樓價走勢，陳啟宗指，梁振英就任特首

後積極着手解決深層次矛盾，相信本屆政府有能力解決
包括住屋在內等問題。又指樓價大升或大跌都不好，
「最好能穩定地升。」對於新一份施政報告方向，他稱
「基本上都正確」。
恒隆地產執行董事何孝昌稱，集團旗下尚有逾700伙

的餘貨可推。而旗下香港跑馬地豪宅項目藍塘道23至
39號，涉及18個單位，已於去年9月獲發入伙紙，倘市
況合適料於今年推出市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涂若奔）雖然道指和港股ADR
上周五收跌，但在內地股市向好的帶動下，恒指昨日反
覆靠穩，最高曾見24,916點，全日收報24,909.9點，升
59點或0.24%，成交金額838億元；但國指下跌31.9點
或0.26%，收報12,228點。「股王」騰訊（0700）再創
新高，收報137元升3.24%。分析員估計恒指今日走勢
仍將反覆。
恒指昨日高開56點後一度有所回落，但A股連續第五

個交易日回升，完全收復了上周「黑色星期一」的跌
幅，令市場氣氛轉佳。恒指最多曾升66點見24,916點，
多個傳統藍籌股表現不錯，令大市進一步靠穩。利豐
（0494）收報 7.77元升4.72%，在藍籌股中升幅最勁。

濠賭股反彈內房股走弱
濠賭股絕地反彈，銀娛（0027）升3.54%收報40.9
元，金沙中國（1928）升2.23%收報39元。

騰訊破頂兼內地網路安全審查辦法有望年內出台，市
場憧憬有利軟件企業，一眾軟件股急升，金山軟件
(3888)收升6.5%，金蝶(0268) 升6.7%。
內地媒體再次報道鎖房消息，稱數量多達2萬個單位

且涉及不少國企。雖然消息尚未證實，但市場已普遍繼
續看淡內房股，萬科（2202）跌1.86%收報17.92元，
華潤置地（1109）跌 1.18%收報 21.00 元，中海外
（0688）也跌1.02%收報24.30元。

觀望氣氛濃港股仍反覆
由於臨近期指結算，加上美國聯邦儲備局本星期會舉

行議息會議，而美國多個經濟數據亦將會公布，大市短
期觀望氣氛濃。第一上海證券首席策略師葉尚志昨日接
受本報訪問時表示，歐洲大規模「放水」和希臘政局
「變天」，對市場雖有影響但程度不大，相信歐洲的整
體風險仍可控，但恒指今日的走勢或會較為反覆，預計
資金會繼續從早前熱捧的中資金融股流出，重新流向傳
統藍籌板塊。
京華山一研究部主管彭偉新則認為，現時港股受內地

股市影響較大，本周不會出現大幅調整，料恒指於
24,300點有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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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啟宗(右)認為，電商發展對集團影響不大。旁為陳南
祿。 張偉民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偉聰）據港交所

權益披露資料顯示，內地女星趙薇及其丈夫

黃有龍於去年底斥資近31億元，買入阿里影

業(1060)的 9.18%已發行股本，成為公司第

二大股東。這是繼趙薇以250萬元人民幣投

資中國廣東省廣告股份有限公司後，最新一

筆投資。

入股影視買酒莊 投資有道

■■趙薇與丈夫黃有趙薇與丈夫黃有
龍於去年底入股阿龍於去年底入股阿
里影業里影業，，成為公司成為公司
第二大股東第二大股東。。

合和中期多賺16%無意分拆地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