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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誠加碼投資抗衰老產業
周凱旋：超人戰衣後年面市 助行動不便老人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張美

婷) 全球人口老化，投資常常

早人一步的李嘉誠，亦看準這

個商機，昨日表示會加碼投資

抗衰老產業。主理超人旗下高

科技項目的維港投資負責人周

凱旋昨表示，旗下提升老年人

活動能力的SuperFlex (超人戰

衣) ，料可2019年投入市場，

價錢將是所有人都能負擔的；

同時，公司擬擴大投資一些與

抗衰老有關的項目，包括正與

日本公司商談中的產品。

市場對匯控業績四點關注事項
■英國「脫歐」後，所受的影響有多大
■美國展開加息周期，對息差擴闊有多大助益
■手持的債券有多少減值
■會否再推回購股份計劃

大行對匯控去年業績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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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年變幅按2015年度列賬基準除稅前利潤188.67億美元推算；匯控上周
五收報68.3港元。 製表：記者周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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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銀行業績
潮開始揭幕，匯控(0005)明日（周二）將公
佈去年度全年業績，綜合8間大型券商預
測，料其去年列賬基準的稅前利潤，介乎
127.65億至143.46億美元，較去年同期的
188.67億美元，按年減24%至32.3%，若以
中位數133.36億美元計算，則按年仍要跌
約三成。匯控上周五在港平收68.3港元，
ADR則收報68.16港元，較收市價低0.14港
元。

聚焦英脫歐影響 美加息助益
市場對匯控業績主要有四點關注：包括
英國「脫歐」後，匯豐所受的影響有多
大；美國展開加息周期，對該行的息差擴
闊有多大助益；該行手持的債券有多少減
值；以及會否再推回購股份計劃。
德銀的研究報告預期，匯控的列賬基準
除稅前利潤131.72億美元，按年跌30.2%；
其中第四季經調整稅前盈利為37億美元，
略高於市場預期的35億美元，故早前已將
匯控的目標價，由56港元上調至64港元，

升幅14.3%，維持「持有」評級。德銀表
示，美國加息周期展開，而匯控的亞洲市
場對加息之敏感度，較美國業務更高，主
要因該行於本港資產規模是美國的三倍。

德銀：亞洲業務更受惠加息
近期匯控股份獲市場重新評級，主要因
市場預期未來三年，港元拆息會逐步上升
150點子，有助增加其淨利息收入，故市場
都關注美息走勢對匯控的助益究竟有多
大。
德銀認為，若果港元拆息未來三年進一

步上升150點子，意味匯控於亞太區的淨息
差，將有30至35點子的改善，對於集團整
體淨息差則有25至30點子貢獻，若業務量
回復中單位數增長，加上撥備支出提升，
本港的股本回報率(ROE)將有150至200點
子的改善。

高盛：年內股價最牛看87元
高盛的報告亦認為，美國加息料成匯控
未來股價主要催化劑，12個月目標價74港

元，最牛看87港元。高盛指出，因匯控擁
有4,000億美元以上剩餘存款，當中香港區
逾2,000億美元，管理層以所有貨幣平均利
率增加50點子計算，料備考盈利增加7%。
以香港區利率增加50點子計算，匯控2017
財年集團盈利料增約6%。
高盛預料，匯控去年列賬基準稅前利潤

為132.34億美元，按年跌三成，純利72.84
億美元，按年跌42%。淨利息收入298.42
億美元，按年跌8.3%。至於非利息收入，
按年跌近10%至227.33億美元。又預期，
匯控去年淨息差收窄至1.75%，成本收入比
率為60.3%，估計其去年底一級資本充足率
15.4%。

比富達：關注會否再作回購
比富達證券的研究報告也指出，市場聚
焦匯控會否再啟回購計劃，以及英國「脫
歐」後，對匯控的歐洲業務有何影響。
匯控股價近日重返52周新高，上周五在
港平收68.3港元，ADR上周五則收報68.16
港元，較港收市價低0.14港元。

大行料匯控去年稅前少賺三成

觀望藍籌放榜 港股料整固

超人全程「衛星追蹤」划艇隊

德銀料恒生稅前核心少賺5.9%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歐陽偉昉）恒生

（0011）亦將與母公司匯控（0005）同一日公
佈年度業績。由於2015年恒生出售興業
銀行持股錄得一次性利潤，多間大行均預
測該行2016年的盈利將會下跌，除稅前
盈利介乎183.87億元至196.81億元（港
元，下同），中位數則為195.21億元，按
年下跌35.9%。
德銀早前發表報告指，去年恒生再沒

有一次性收益，估計除稅前溢利按年下跌
35.9%至195.21億元，經調整核心盈利跌
5.9%至164.87億元。期內淨利息收入和

非利息收入預測分別下跌5.3%和9%，至
222.97億元和89.95億元。2015年度恒生
派發3元特別股息，德銀預測2016年度
全年每股股息按年下跌33.3%至5.8元。

花旗：去年盈利料跌四成
花旗則預測恒生除稅前溢利按年跌

35.5%至196.53億元，純利按年跌40.6%
至161.4億元。淨利息收入，與淨手續費
及佣金分別升6%和跌14%，至224.82億
元和60.54億元。該行預料2016年度每股
派息6元，比上年度跌31%。

周凱旋昨出席「汕頭大學海洋划艇隊完
成創舉」午宴時表示，公司正投資一

些與抗衰老有關的項目，旗下「超人戰
衣」SuperFlex ，冀於2019年投入市場。她
稱，當開啟Superflex的電源後，可將人體
70%的重量轉移到衣服上，可幫助一些行動
不便的老人，令他們更容易走動。

售價保證普羅大眾能負擔
她表示，現時產品價格未定，不過保證普
羅大眾均能負擔，因為「只是李生 (李嘉誠)
一個買到就沒有意思。」另外，公司亦將與
一間日本公司合作投資抗衰老產品，她不肯
透露是什麼產品，但就指自己會身體力行先

試用。她更說：「有無覺得李生今日好後
生？」似是暗示李嘉誠都有使用該產品。
李嘉誠私人投資公司維港投資在去年年

底，投資研發「超人戰衣」的初創企業Su-
perflex。Superflex當日宣佈，完成涉及960
萬美元（約7,488萬港元）的A輪融資，該
輪融資由日本投資者Global Brain領投，維
港投資聯同美國天使投資機構Root Ven-
tures，亦以種子資金形式入股。

具超級力量 提高身體機能
Superflex的團隊來自紡織、工業設計、

自動機學、生物力學、數據科學領域的專
家，共同創造出一款具有「超級力量」的

服裝。最初研發目的，是協助士兵提高負
重能力，亦助力提高身體機能，後來該項
目被單獨獨立出來。
事實上，美國人口調查與統計局（US

Census Bureau）2016年3月底公佈的一項
研究報告指出，全球人口正以前所未有的
速度老化中，據其統計，目前65歲以上人
口已佔全球人口的8.5%，已超過6億，但
依目前的趨勢來看，到2050年65歲以上的
人口將會有16億人，約佔17%。報告指
出，全球的平均壽命預估將從2015年的
68.6歲，增加到76.2歲，80歲以上的「超
高齡人口」也將大幅增加，預估會從2015
年的1.265億人增長到4.466億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歐陽偉昉）美股
三大指數上周五再創新高，恒指亦升穿
24,000點大關。本周多隻藍籌股將公佈全
年業績，包括匯控（0005）、渣打
（2888） 、 友 邦 （1299） 、 新 世 界
（0017）等，分析員預期恒指走勢將以
整固為主，料將在23,500點至24,300點
之間上落，需留意資金是否維持流入，以
及業績是否合乎市場期望。
道指上周五收報20,624點升0.02%，標

普500指數收報2,351點升0.17%，納指收
報5,839點升0.41%。ADR港股比例指數
報23,999點，下跌35.14點。在美上市的恒
指成份股表現各異，內銀板塊回吐，建行
（0939）、工行（1398）和中行（3988）
合共相當於拖累大市跌20點。本周公佈業
績的匯控折合港元報68.16元，相當於拖累
大市跌4.94點。中移動（0941）報87.10
元，帶動大市升9.27點。

資金是否續流入惹關注
第一上海首席策略師葉尚志昨接受本

報訪問時表示，港股總體升勢仍在，料恒

指在23,500點至24,300點上落。資金是
否繼續流入，將是決定港股在24,000點
後能否再上升的重要因素，市場流動性充
裕對日後市況較有利，投資者可以800億
成交量為指標。此外，投資者亦需留意美
國加息預期升溫對港股資金鏈造成的壓
力。他又稱，匯控作為近期升市的火車
頭，其業績是否讓市場受落將會是本周業
績期內的重要指標。

後市料23600至24300上落
金利豐證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几亦

表示，大市突破動力不大，由於內地即將
召開兩會，相關利好政策已分別反映在農
業股、機械股等；特朗普減稅執行力度未
明，所帶來刺激很快會消失；加上對美國
提早在第1季加息的疑慮，會對股市造成
壓力，預料恒指會在23,600點至24,300
點區間整固。
新鴻基金融財富管理策略師溫傑則認

為，本周恒指主要觀望藍籌股業績，未
必有明顯趨勢，相信業績不會有太大驚
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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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年變幅按2015年除稅前溢利304.88億元計算；恒生上周五收報163.5
元。 製表：記者歐陽偉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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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誠昨親自到紅磡黃埔
碼頭迎接隊員。 莫雪芝 攝

▲汕頭大學海洋划艇隊20
名學生挑戰由汕頭划艇至香
港的640公里海洋旅程，昨
日抵達香港，於終點的黃埔
海濱登岸。李嘉誠及周凱旋
迎接。 莫雪芝 攝

■SuperFlex (超人戰衣) 料2019年
投入市場，可幫助一些行動不便的老
人，令他們更容易走動。 網上圖片

汕頭大學划艇隊2月
11日由廣東汕頭市出
發，歷時8日抵達香

港，划艇達640公里，作為汕頭大學校董
會名譽主席的李嘉誠昨在海邊迎接。原
來，汕大划艇隊這次創舉，李嘉誠全程關
注，他稱，自己一直都用衛星追蹤划艇
隊，並由此回憶起11歲時從潮汕來港的
情形。他又勉勵年輕人「要有創新變革的
勇氣和態度，擁抱未來。」

李嘉誠在歡迎划艇隊成員儀式上表
示，「這幾天，我們的隊員接力划了640
公里，一直我都以衛星追蹤着，看到你們
用手機分享的故事，很是感動，歡迎大家
來到香港！」他回憶稱，自己11歲的時
候，由潮汕來香港，路途曲折多了，還要
避開日軍，先要向北才可以南下，走了一
千公里路才能到岸邊。「當年未見過汪
洋，未經歷過風浪，茫茫大海，亦不知道
是否可以到達彼岸。」

勉勵年輕人有創新變革勇氣
「超人」又不忘勉勵隊員，稱今日時代已
改變，改革開放鼓勵觀念的改變，年輕人
要有創新變革的勇氣和態度，擁抱未來！
「萬變的社會中，支持教育改革是我不變
的信念，為國家培養有人格心力、有執行
能力的棟樑，是我對汕大，以及即將招生
的廣東以色列理工學院的最大期望。」

這次海洋划艇項目由李嘉誠基金會贊
助，2015年10月啟動。在汕頭大學選拔
20名普通本科生，通過1年多的訓練，
2017年2月11日，以漢娜及茉莉花號，
從汕頭港出發接力划艇至香港，經普寧、
陸豐、汕尾、惠州、深圳，終於昨午抵
港。划艇隊並在沿途開展保護海洋相關的
科考教育項目。

據介紹，漢娜（Hannah）是以色列女
性常用名字，是恩典與富饒的意思；茉莉
花（Jasmine) 則蘊含中國色彩，代表素
潔、濃郁、傲骨、久遠，花語是氣節；兩
艘艇的命名，象徵汕頭大學成為中國與以
色列的友誼之橋。

《心經》金頁送傳媒富深意
另外，李嘉誠基金會昨日在活動後，

還向傳媒贈送一張《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
經》金頁，大小和普通名片相若，但是以
1克重純金製造，價值超300港元。根據
長和公關透露，李生一向有贈送《心經》
的習慣，旗下不少員工亦曾收到這個小禮
物。他估計，李生贈送《心經》是希望傳
遞「祥和」和「自在」的意思。翻查資料
顯示，李嘉誠篤信佛教，早年曾捐資15
億港元興建慈山寺。李嘉誠大兒子李澤鉅
2013年接受《工商月刊》訪問時亦曾透
露，父親送了佛學書給他，他當時已開始
研讀。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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