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控中期多賺10.3% 派息30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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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效應 A股創新板塊有運行

在G20峰會之前，協調會議與財長和
央行行長會議皆召開三次，為杭州峰會
作財金成果準備。5月底以來，農業、

能源、就業、貿易等G20專業部
長會密集召開，杭州峰會有望達
成近30項主要成果，成為歷屆
峰會成果最豐碩的一屆。
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日前表

示，「創新增長方式」成為中
國提出的峰會四大議題之首，
面對新一輪科技革命帶來的戰略

機遇，中國將推動G20各國共同描述創
新增長的藍圖，構建包容創新、共用創
新的環境，讓創新成果惠及全世界。

峰會前後相關題材股炒味濃
日盛中國內需動力基金經理人黃上修表示，彭博統

計過去5屆G20領導人峰會之上證指數表現，數據顯
示過去5屆峰會後一周，有3次上漲2次下跌，3次平
均上漲幅度為3.09%，2次平均下跌幅度為2.63%。由
此可觀察出，峰會隔周滬指上漲的機率比下跌高，且
漲幅較大，此為中國第一次舉辦峰會，國際聚焦中

國，中國政府也十分重視此次峰會，預測會後A股上
漲機率偏高，峰會前後相關題材板塊已發動攻勢。
黃上修指出，G20峰會是A股9月份第一件重大事

件，環保概念、科技創新、安防監控、跨境電商等產
業為G20主題投資，近期環保股頻頻發動攻勢，包括
美麗中國、PM2.5概念股、再生能源發電等板塊皆有
4%-6%漲幅，在政策面利好、PPP項目提速發展，
G20峰會環保板塊搭車升溫。

今年G20峰會於9月4日至5日在中國杭州舉行，在這之前G20活動已執
行全年，在中國20個城市舉辦60多場各類會議，與會人數將高達數萬人
次。根據過去5屆G20領導人峰會後的一周，A股上升機率較大，加上今次
峰會主題為創新增長方式，包括環保、科技創新板塊料受惠。

■日盛投信

英皇金融集團（香港）營業部總裁 黃美斯金匯 出擊

馮 強金匯 動向

美元兌日圓上周尾段守穩100.00關位
後迅速反彈，重上101水平，本周二升
幅擴大至103水平，周三曾一度向上逼
近103.35附近1個月高位，延續連日來
的偏強走勢。美元兌日圓近日升勢強勁，
主要是投資者對美國聯儲局今年內加息
預期升溫，而日圓匯價經過多月來大幅
攀升，市場早已累積了大量日圓長盤，
隨着聯儲局主席耶倫及其他聯儲局官員
近期言論利好美元，再加上美國連日公
佈的經濟數據均有改善，8月份消費者
信心更攀升至101.1的11個月高點，配
合耶倫對經濟的樂觀，不排除投資者將
進一步回補美元兌日圓空倉，帶動美元
兌日圓升幅擴大。
繼日本7月份消費者物價指數年率

進一步下跌，日本央行行長黑田東彥
上周五在Jackson Hole重申有需要時
將採取行動之後，日本總務省本周二
公佈8月份兩人以上家庭的月度平均
消費支出按年實質下跌5%，連續多
月下跌，而日本經濟產業省本周三公
佈7月份工業生產增長停滯，該些因
素均增加日本央行在9月20日至21日
政策會議進一步推出寬鬆措施的機
會，加上美元近期走勢偏強，預料美
元兌日圓將反覆走高至104.50水平。

觀望非農數據 金價炒上落
周二紐約12月期金收報1,316.50美
元，較上日下跌10.60美元。美國本周
初公佈7月份個人收入上升，同時消費

者支出呈現穩定之後，周二公佈的8月份消費者
信心更顯著轉強，進一步鞏固市場對聯儲局今年
加息的預期，現貨金價周二晚的跌幅曾擴大至1,309
美元附近。雖然現貨金價周三略呈反彈，一度重
上1,316美元水平，但美國本周五公佈8月份非農
就業數據前，金價反彈幅度將受到限制，預料現
貨金價將暫時走動於1,300至1,330美元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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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控股股東解除部分股權質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
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公司於2016年8月30日接到公司控股股東上海陸家嘴（集團）有限公司（以
下簡稱「陸家嘴集團」）的來函通知，陸家嘴集團曾於2011年10月為向中國建
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東分行借款，將其所持公司無限售流通股88,987,764
股（交易代碼：600663）質押給該行，質押期限至貸款被全額償還之日止（詳
見臨2011－024號公告）；2016年6月公司實施2015年度利潤分配（詳見臨
2016－046號公告）後，上述股權產生的送股一併質押，質押股權相應調整為
160,177,975股。現上述借款已全額償還，上述股權質押登記解除手續已於2016
年8月29日辦理完成。
　　截止本披露日，陸家嘴集團持有本公司股票為1,896,671,385股，約占本公
司總股本的56.42%，其中股權質押總額為140,155,729股，約占本公司總股本的
4.17%。
　　特此公告。

                       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6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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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婉玲）中石化油服
（1033）董事長焦方正昨於傳媒午宴上稱，預料今
年下半年油價將會在45美元至50美元之間波動，接
近50美元的可能性大一點；中長期或穩定在50美元
至65美元之間。
上半年海外新簽合同額以及收入分別按年增長

2.4%及8.8%，下半年將努力保持新簽合同額持續增
長，計劃完成合同額10億美元。
財務總監王紅晨表示，集團今年制定了13億元

（人民幣，下同）的成本控制計劃，上半年已完成
4.37億元，下半年會透過壓減管理人員進一步降低
成本，集團對全年減省13億元的目標有信心。

中國商業藍皮書：服務業成領頭羊
香港文匯報訊 馮氏集團利豐研究中心與中國社科

院財經戰略研究院本周二共同發佈了《中國商業藍皮
書（2016-2017）》，指中國經濟已進入「新常
態」，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
在「十三五」期間，國內消費將會成為中國經濟增
長的一個重要動力。服務業將成為經濟發展的領頭

羊。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預料將由2015年的30萬億元
（人民幣，下同），躍升至2020年的逾50萬億元。
隨着新科技不斷湧現以及互聯網滲透率不斷提

高，網上零售業務進一步加速發展。網上零售總額於
2015年錄得3.88萬億元，預計將於2020年突破20萬
億元，佔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逾40%。

光大控股中期少賺56%
香港文匯報訊 光大控股(0165)公佈截至2016年
6 月 30 日止的中期純利為 14.1 億元，按年跌
56%，每股基本盈利 0.837 元，中期息每股 0.25

元。
期內持續經營業務收入跌32%至38.4億元，經營

盈利14.4億元。

中石化油服料可節省13億成本

金匯錦囊
日圓：美元兌日圓將反覆走高至104.50水平。
金價：現貨金價將暫時走動於1,300至1,330美

元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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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年G20領導人峰會A股表現
時間 地點 當天上證指數 一周後漲跌幅

2011/11/3 法國坎城 2504.11 -0.98%

2012/6/12-19 墨西哥洛斯卡沃斯 2316.05 -4.28%

2013/9/5-6 俄羅斯聖彼得堡 2122.43 6.27%

2014/11/15-16 澳洲布里斯本 2478.82 2.18%

2015/11/15-16 土耳其安塔利亞 3580.84 0.82%

資料來源：彭博，資料統計2011年11月3日至2015年11月15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北京控股
（0392）昨公佈截至6月底止中期業績，純利
按年升10.3%至34.23億元，每股盈利2.69元，
派中期息30仙。北控副行政總裁支曉曄表示，
今年集團的銷氣量目標為146億立方米，如果
氣候像去年寒冷，有機會突破150億立方米。
期內，天然氣分銷收入錄得195.79億元，按

年跌6.3%，主要因天然氣分銷價格於去年11
月跟隨門站價每立方米下調0.70元人民幣所
致。銷氣量約為73.08億立方米，同比增長
21%。對於內地政府提出要對天然氣的價格監
管，支曉曄指出，因相關的監管目前仍處討論
階段，未有實際具體措施，故集團難以評估對
其影響。

正商討東南亞天然氣項目
副主席兼行政總裁周思補充，國家的用意是推廣天然
氣，集團上半年天然氣收入下跌，但利潤上升，這說明
集團的管輸成本已下降。目前集團正與一些東南亞國
家，例如印尼、新加坡，討論一些天然氣項目。
至於啤酒業務方面，周思認為內地啤酒行業仍受壓，

因宏觀經濟不明朗，消費持續萎縮，不過集團正致力提
高噸酒收入，降低成本，預計內地人均啤酒消費量仍會
上升。
被問到旗下的藍天威力(6828)近日股價大跌，支曉曄

表示，相信是其股東之一德普科技(3823)主席名下股票
被斬倉所引致，目前已穩定下來，未來集團會繼續增持
藍天，亦會逐步注入資產。

■左起：北控執行董事兼財務總監譚振輝、副主席李永成、副
主席兼行政總裁周思、主席王東、副主席侯子波、副總裁及北
京市燃氣集團總經理支曉曄。 莊程敏 攝

周三公佈的歐元區8月消費物價指數(CPI)資料及歐
元區7月失業率雙雙差於預期，但其中8月CPI年率
及7月失業率均較前值持平，歐元兌美元反應平淡，
交投於1.1150水平附近；雖然數據稍遜，但並未較
前值明顯惡化，故對歐元打壓影響有限。

美元維持反彈 聚焦非農
本周金融市場仍將迎來多項重要經濟數據，其中

美國將於周四公佈8月ISM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重
點關注則會是周五美國8月非農數據。7月美國非農
職位意外地增加25.5萬個，表現高於市場預期，8月
非農業職位市場普遍預期增加19萬個；至於8月美國
失業率市場普遍預期維持在4.9%不變，數據表現將
對美聯儲9月的議息會議起重要決策影響。
歐元兌美元走勢，近日歐元持續滑落，周三早盤
低見1.1127，暫見險守着250天平均線，目前250天

線處於1.11水平，估計若跌破此區將加劇歐元
弱勢，進一步則會以1.10及1.09水平為重要依
據，6月歐元跌勢亦剛好止步於1.09上方。相
對強弱指標及隨機指數均已陷入超賣區域，不
排除短期或先作整固。向上阻力則見於100天
線1.1215；另外，由5月3日高位1.1614至6月
24日低位1.0909的累積跌幅計算，61.8%的反
彈水平將會達至1.1345，6月高位1.1432亦會
為另一參考，重要阻力指向1.15水平。
美元兌加元周一重返1.30水平，脫離上周五

低位1.2818。圖表走勢所見，當前的臨界點為
1.2650，此前在6月8日的1.2651及6月23日的
1.2674，均是未有下破此區而出現顯著回升；
故此，目前需矚目於此區可否繼續守穩，若然
失守，預估下延目標可至1.25以至5月低位
1.2458。然而，亦需留意相對強弱指數及隨機
指數已出現回升，美元短線仍有回彈傾向。預
估阻力在1.3120，較大阻力見於200天平均線
1.3280水平。

陷超賣區 歐元或先作整固
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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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Markit 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PMI)。預測48.5。前值48.5
8月Markit/BME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
數(PMI)。預測53.6。前值53.6
8 月 Markit 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PMI)終值。預測51.8。前值51.8
8月Markit/CIPS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
數(PMI)。預測49.0。前值48.2
8月Challenger商業計劃裁員崗位。
前值45,346個
一周初請失業金人數(8 月 27 日當
周)。前值26.1萬人
四周均值(8月27日當周)。前值26.4萬人
續請失業金人數(8月20日當周)。前
值214.5萬人
第二季單位勞工成本修訂。預測+
2.1%。前值+2.0%
第二季非農業生產力。預測-0.6%。前值-0.5%
8月RBC經季節調整的製造業PMI。
前值51.9
8 月 Markit 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PMI)終值。前值52.1
7月建築支出月率。預測+0.5%。前
值-0.6%
8月ISM製造業指數。預測52.2。前
值52.6
8 月 ISM投入物價分項指數。預測
55.0。前值55.5
8月ISM就業分項指數。前值49.4
8月ISM新訂單分項指數。前值5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