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港ADR上周五於美國表現
股份 ADR於美國 較上周五港股

收報(港元) 變化(%)

匯控(0005) 63.00 無起跌

中移動(0941) 86.99 +0.62

中海油(0883) 9.30 +0.60

中石化(0386) 6.15 -0.80

聯通(0762) 10.44 -0.21

國壽(2628) 24.25 +1.03

中石油(0857) 5.79 +0.1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
美股連跌6日，但在美國上市的港
股預託證券（ADR）表現平穩，
分析員料港股今日只會輕微低
開，其後將反彈，補回24,380至
24,500點間的裂口。分析指出，
美股跌與美國議會就醫保法案的
爭拗有關。全周計，道指和標指
分別累挫1.5%和1.4%，是去年11
月以來最傷，但市場普遍認為，
「新醫保」方案可無驚無險過
關，之後焦點會轉到稅務改革，
有助刺激美股，以及其他地區股
市的氣氛。

內銀業績左右港股走勢
第一上海首席策略師葉尚志表

示，港股在上周出現試衝高位後
的整固走勢，總體上仍是穩中向
好的格局，恒指目前的好淡分水
嶺上移至24,200點水平，守穩可
保持短期上攻的勢頭。操作上，
他建議可跟進內銀股，由於下周
開始，多隻內銀股的業績將密集
公佈，是市場接下來的焦點之
一，也是以重磅指數股來說，港
股大盤要過的最後一關。

另外，由於MSCI改了新框架
後，A股被納入指數的機會增加，
消息對於A股該是正面的。MSCI
最終會否納入A股的討論結果，將
於6月有所公佈，距離現時仍有兩
三個月的時間，但不排除市場會
有炒預期的前奏動作，建議對於
券商股，如中金（3908）和銀河
（6881），可多加關注。
市場另一焦點，是美國下一步將

推行稅改、增加基建和國防開支等
議題，Wunderlich證券策略師霍根
表示，若趕及8月於美國國會通過
稅改，有助美股的表現，但由於稅
改阻力頗大，最終稅率或只降至
25%至30%，遠遜於特朗普主張的
15%，不至構成很大的負面影響，
惟對大市的正面作用不及預期。

稅改阻力大 影響遜預期
港股ADR上周五表現平穩，中

移動（0941）ADR升0.6%，騰訊
（0700）升0.1%。若按比例計，
相當於恒指微升16點。永豐金融
研究部主管涂國彬表示，港股下
周走勢焦點，還看美股怎麼走，
美股如果進一步調整，或多或少

影響到港股，故 25,000 點的阻
力，料短期未必可一舉突破。
另外，上海清算所董事長許臻近

日表示，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先
實現「債券通」是可行性較強的互
聯互通方式。因為國債是投資結構
配比中保值的部分，亦不涉及交易
的時差問題，因此以國債為主的債
券市場對外開放加強合作會進展更
快。他又指上清所已與倫敦金融
城、倫敦清算所、歐洲清算銀行、
德交所集團明訊銀行等機構深入交
流，希望加強金融基礎設施的互聯
互通。

方星海：對今年A股入摩樂觀
MSCI在日前公佈了將中國A

股納入其全球新興市場指數的新
提案，啟動新一輪市場徵詢。中
國證監會副主席方星海在博鰲亞
洲論壇2017年年會期間表示，對
MSCI今年納入A股持謹慎樂觀
態度。方星海今年1月19日出席
達沃斯論壇時曾表示，中國與
MSCI在股指期貨上的觀點存在
分歧，中國並不急於加入MSCI
全球指數。

美股料向好 恒指續上攻

20172017年年33月月2727日日（（星期一星期一））財  經  新  聞B1 ■責任編輯：黃遠楷

傳甘比78億買恒大債券
首次出手小試牛刀 每年收息袋逾7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婉玲）華人置業（0127）創辦人「大劉」劉鑾雄太太陳凱韻（甘

比）獲大劉分身家，成為數百億的女富豪之後，近日在市場出手小試牛刀。市場消息指，甘比

牽頭劉鑾雄家族、以及幾位投資友好，將大手認購中國恒大（3333）發行的10億美元債券

（約78億港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張帥 北京報道）
多個行業正充分利用「一

帶一路」國策向外擴展。在近日舉行的第二十五屆中國
國際廣播電視信息網絡展覽上，中播控股（0471）主席
黃秋智向本報記者表示，作為中國內地新一代衛星移動
多媒體廣播標準（NGB-W/S）的核心企業，公司將充
分利用「一帶一路」沿線的國際空間基礎設施資源，加
強中華文化元素的國際化傳播能力和國家間媒體交融合
作，打造「一帶一路」國家級空中文化信息走廊。
黃秋智介紹，集團作為掌握中國內地新一代衛星移動

多媒體廣播標準（NGB-W/S）的核心企業，可以實現
「一帶一路」文化傳播「中央廚房」式調控。即通過媒
體智能引擎將各地優秀頻道和節目內容及時匯聚到融媒
體中心，利用「互聯網+」衛星雙通道融合網絡的海量
傳送能力，將「中央廚房」的各類「佳餚」及時傳送到
數以億計車輛或手機用戶手中。
打造這樣一條「一帶一路」空中文化信息走廊需要多少投
入？黃秋智說，集團在「一帶一路」的業務推廣並不需要投
入基礎設施建設，因為傳輸信號所依賴的衛星是現成的，只
需要再搭建一個內容傳輸、界面管控與服務的平台。目前集
團尚未正式在國外開展業務，不過即將在印度率先落地。

擬明年推移動多媒體汽車
此外，黃秋智還表示，中播控股正在與一汽汽車、長

安汽車及北汽福田合作，研發移動多媒體概念車。未
來，集團將會繼續把衛星多媒體服務和技術推動成為中
國內地汽車行業標準，以迅速推進集團衛星移動多媒體
廣播技術的產業化和商業應用，目標是在2018年正式推
出首批衛星移動多媒體汽車。
據了解，中播控股是全球首個「互聯網+」衛星移動多
媒體運營商，提供高效能及低成本的移動視聽娛樂和數據
信息服務。集團擁有覆蓋亞洲、中東及南歐的衛星移動廣
播網絡，橫跨「一帶一路」的唯一空中信息走廊。

中播：打造「帶路」空中文化信息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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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行：未持有輝山乳業股份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廣發証券
（1776）昨宣佈截至2016年12月
31日全年業績，歸屬於公司股東
的淨利潤為80.3億元（人民幣，
下同），按年下跌39.2%，每股

收益1.05元，派息35分，去年同
期則派 80 分。期內收入錄得
274.88億元，按年下跌35.7%。
期內，公司的投資銀行和投資

管理業務表現搶眼，投資銀行業

務板塊實現收入及其他收益總額
為 27.73 億 元 ， 同 比 增 長
32.02%；投資管理業務板塊實現
收入及其他收益總額為 60.5 億
元，同比增長6.2%。

廣發証券全年賺80億跌39%

中石化四大業務去年表現
項目 經營收益(元人民幣) 同比變幅

勘探及開發 虧366.41億 虧損擴大

煉油事業部 562.65億 +168.5%

營銷及分銷 321.53億 +11.4%

化工事業部 206.23億 +5.9%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中國石化
（0386）公佈，按國際會計準則，
2016年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為466.72億元（人民幣，下同），
同比增長43.6%；每股盈利0.383
元。公司表示，因國際原油價格大
幅上漲，上游板塊同比減虧，中下
游產品市場需求穩定，預計今年第
一季度淨利同比將增長150%。

去年油氣當量逾4億桶
中石化董事會建議派發2016年

末期股利每股0.17元（含稅），
加上中期息每股0.079元，全年股
息每股0.249元，較2015年全年
股息0.15元大增。
年報顯示，該公司去年油氣當

量產量 4.31 億桶，同比下降
8.6%，其中天然氣產量同比增
4.3%至7,661億立方呎。全年原

油加工量 2.36 億噸，同比下降
0.4%。原油平均實現價格每噸
1,628元，較2015年下跌19.4%。
2016 年中石化全年資本支出

764.56億元，公司稱2017年將更
加注重投資質量和效益，優化投
資項目，計劃資本支出增至1,102
億元，其中勘探及開發505億元。

首季料淨利增1.5倍
展望2017年，中石化稱，預計

世界經濟不確定性
增加，中國經濟仍
將保持穩定增長，
預料國際油價仍將
低位震盪，境內成
品油需求保持增
長，消費結構進一
步調整，境內石化
產品需求繼續穩定

增長，產品逐步高端化。
全年計劃生產原油294百萬桶，
其中境外46百萬桶；計劃生產天
然氣8,799億立方呎；加工原油
2.4億噸，生產成品油1.5億噸。
公司又披露今年一季度業績預

告，預計淨利同比增長150%左
右，原因為今年第一季度國際原
油價格同比大幅增長，上游板塊
同比減虧；中下游產品市場需求
穩定，盈利能力同比增長。

中石化去年賺466億增逾四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輝山乳業（6863）上
周五股價暴跌85%，多間公司紛紛劃清界線。平安銀行
（000001.SZ）昨日發佈公告稱，截至3月24日，冠豐有

限公司在平安銀行的貸款餘額為21.42億元，其質押的輝
山乳業股份總數為34.34億股。平安銀行及控股股東中國
平安（2318）保險並未持有輝山乳業股份。目前輝山乳
業已停牌，平安銀行將採取各項措施保障信貸資金
安全。

方星海：會了解公司情況
中國證監會副主席方星海出席博鰲亞洲論壇後被

追問事件，他表示將會了解輝山乳業事件的情況。
內地傳媒報道指，輝山乳業董事長楊凱稱，公司將
出讓部分股權引入戰略投資者，通過重組在一個月
之內籌資150億元（人民幣，下同），解決資金問
題，同意將自己對上市公司的控股權從75%稀釋到
51%，按照目前3元左右的價格進行增發。
有債權機構對情況並不樂觀，認為對這個承諾聽

起來不能太當真，因為公司實際控制人承諾的都比
較好，真正處理好問題肯定需要一段很長的時間。
有消息稱，其中上市公司輝山乳業資產共340億元
非上市資產以及存貨資產42.6億元，累計集團總資
產382.6億元。負債當中上市公司199.5億元、非上
市公司147.8億元、大股東境外借款41億元、供應
商欠款31億元，合計債務418.82億元。從輝山集團
的資產和負債情況來看，已經資不抵債。

有消息指，劉氏家族早於9年前已留意並看好恒大地
產，直至現時已持有連同新認購的恒大債券，還不

計之前已到期贖回的恒大債券，劉氏家族現持有超過17
億美元的恒大債券，估計每年穩袋債息超過12億港元，
投資回報十分理想。消息又稱，恒大推出的美元債券一
向受市場歡迎，往往超額認購，是次劉氏家族再大手認
購，足證甘比與劉氏家族對該集團信心十足。

恒大今月發25億美元債
翻查港交所通告，恒大單是今個月已公佈多筆美元

債。上周五，恒大公佈發行10億美元2024年到期的
9.5%優先票據；而在3月17日，恒大公佈發行5億美元
2020年到期年息7.0%的優先票據，及10億美元2022年
到期的8.25%年息的優先票據，共15億美元，創亞洲房
地產企業歷史單筆最大的境外債規模。公司表示，該三
筆票據預期將被穆迪及惠譽分別授予B3及B-評級。恒大
目前是內地最大房地產企業，截至去年中，集團在內地
175個地市有投資地產項目。

據悉，大劉與恒大集團董事長許家印私交甚篤，兩人與
已故新世界創辦人鄭裕彤、中渝（1224）張松橋是「鋤
Dee會」的核心成員，恒大債券更經常獲大劉「眷顧」。
以甘比及有關人士認購10億美元恒大債券計算，已認購
本月恒大所發債券的四成，以最高票面年利率9.5%計
算，每年收利息9,500萬美元（約7.36億港元）。

甘比身家暴升逾500億
甘比自從在去年11月榮升劉太後，頻頻獲大劉分身
家：今年1月獲大劉贈予市值約180億元的The One，以
及將灣仔肇輝臺12號項目以10.5億港元售予甘比。本月
初，華置原大股東大劉以健康極為不穩為由，向長子劉
鳴煒及太太甘比所生子女分別派24.97%及 50.02%股
份，甘比代一對子女託管股份至成年，其身家由此暴升
至547億元，躋身香港十大富豪榜。本月15日，華置公
佈悉數出售所持約9.96%盛京銀行（2066）股份予大股
東甘比，總代價最多70億元，並擬把所得款項用作派發
特別息。

■市場消息
指，甘比(右)
牽頭下，大手
認購中國恒大
發行的 78億
元債券。

資料圖片

■方星海表示對今年A股入摩感樂觀。

卓悅盈轉虧蝕9162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莊程敏）

卓悅（0653）上周五公佈，去年
由盈轉虧，錄得9,162萬元的虧
損，每股虧損2.7仙，不派末期
息，2015 年則派 0.10 仙。集團
指，2016年零售市道整體上仍然
疲弱，問題核心在於旅遊業放緩
及經濟狀況未如理想。訪港內地
旅客持續下跌，繼續對零售業造

成重大影響。但相信港元強勢，
加上市場預期加息，近日已有數
據顯示經濟正逐步復甦。

港澳零售額連降兩年
期內，營業額為19.95億元，

按年減少12.8%。毛利率由41.8%
減少至38.1%。集團將其零售網
絡由2015年12月31日的47間精

簡至2016年12月31日的42間。
香港及澳門零售額連續兩年錄得
按年下降，於香港及澳門同店零
售額亦較去年下跌10.1%。儘管
內地旅客之每筆交易平均銷售價
值提高7%，內地旅客之總人數於
2016年錄得雙位數字減幅。僅顧
客總數減少已導致年內整體零售
額下跌約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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