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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入MSCI
花旗：機會過半

非常健康 李嘉誠沒有退休時間表
外媒報道90歲前交棒 轉任高級顧問

■ FSM 投資
組合經理沈家
麟指，恒指今
年至今已累升
不少。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歐陽偉昉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港股昨日表現淡靜，市場焦點落在長

和(0001)主席李嘉誠身上，外媒報道稱他有意在90歲前退休，交棒於長

子兼副主席李澤鉅，他只出任高級顧問。長和發言人昨表示，李嘉誠現

時沒確切的退休時間表，並強調他身體非常好。長和股價昨跌0.2%，長

實(1113)則升0.7%。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陳楚倩）新
股市場未見冷場，據外電消息報
道，中化集團正研究將其石油業務
分拆在港上市，而上市時間最早可
能在明年初，計劃處於初步評估階
段，仍存在變數。中化集團石油業
務初步估值約1,000億元人民幣，
暫仍未確定分拆上市包含哪些石油
資產，最終規模或有變。

廣州農商行力守招股價
此外，廣州農村商業銀行(1551)

首日掛牌，昨收報5.11元，較發售
價5.1元上升0.2%，高位5.14元，
低位5.11元，成交2,248.6萬股，涉
及金額1.15億元。不計手續費及佣
金，一手1,000股每手僅賺10元。
該行董事長王繼康昨表示，對於

公司新股認購反應慢熱，可能是本
港股民對該行認識不多，或者是宣
傳不足夠。公司的國際發售方面表
現理想，公司會繼續做好業務，相
信一定會吸引有眼光的投資者。
近年有不少農商行在港上市，他

認為在港上市競爭大，相信有壓力
兼有發展是件好事，公司選擇來港
上市，除了能夠補充資本，也能學
習公司管理，有業務長遠發展。

信邦超額認購逾22倍
另方面，汽車塑膠電鍍零件出口

商信邦控股(1571)昨截孖展認購，
綜合6間券商共為其借出近19.74億
元孖展額，相當於公開發售集資
8,550萬元計，超額認購逾22倍。
由北海集團(0701)旗下工業及建

築油漆製造商中漆集團(1932)昨第
二日招股，據5間券商累計為其借
出2,130萬元孖展額，相當於公開
發售集資2,150萬元計，認購接近
足額。香港專門供應加工生熟食品
的供應商運興泰集團(8362)同樣是
第二日招股，接近足額。

■廣州農村商業銀行董事長王繼康（左）表
示，來港上市能學習公司管理，有利發展。

路透社

五年前已分身家 退休早部署

李嘉誠近年回應退休
2017年5月

李嘉誠表示，相信會在香港終

老。他又重申，隨時都可以退

休，副主席李澤鉅可以接任主

席，公司運作亦成熟，個人是

否退休無太大影響。

2017年3月

李嘉誠表示，「心血來潮，幾

時都得。」

若退休，將轉職集團 Senior

Advisor（資深顧問），退休

後會放更多時間予李嘉誠基金

會。

2015年2月

李嘉誠表示何時退休，就未有

計劃。

退休都會做特別顧問，或者一

個政策顧問，有時很大的投

資，關係到公司集團很大時商

量一下，或者我提供一些意

見。我只是想整個公司、集團

轉一個台階的時候才考慮。

又表示會留一些時間、精力去

做第三仔——基金會。

2014年2月

李嘉誠表示沒有退休的打算，

但表示其子李澤鉅有參與集團

每項事務和會議，集團的業務

隨時交給他接棒都絕對無問

題。

製表：記者梁悅琴

基金經理料港股下半年調整

■李澤鉅 ■李澤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下月將
年屆89歲的香港首富長和主席李嘉誠，
於2012年5月25日長和系股東大會的記
者會上首次交代其「分身家」計劃。他
明確表明，將總市值約萬億元的長和系
王國，交予長子李澤鉅（Victor）管
理；而次子李澤楷（Richard），他將會
以大筆資金全力幫助他發展自己的業
務，並說兩子在事業和財產方面不會有
衝突，他們均對自己的安排感開心。

李澤鉅接管生意王國
李嘉誠當時解釋，很久以前已開始考

慮對資產的安排，希望事業不會受到影
響。他指長和系業務遍佈53個國家，旗
下有27萬名員工，希望讓同事安心。他
亦相信，即使自己放假兩個月，「Vic-
tor同一幫同事都會管理得好。」他表

示，資產是將來才給兩個兒子，現在還
未有資產分給他們。
根據李嘉誠當時的安排，未來長和系

旗下所有資產將會交予長子李澤鉅管
理，包括逾40%的長江股份，及逾35%
的赫斯基能源權益。2015年長實及和黃
世紀重組後，李嘉誠持有長和(0001)及長
實地產(1113)各30.15%股權。

出資助李澤楷做生意
資料顯示，長和、長實地產、長江基

建(1038)、電能(0006)、港燈電力投資
(2638)及和記電訊香港(0215)現時的總市
值逾萬億元。至於李嘉誠的個人資產，
扣除公司持股中股權的重疊部分，他於
長和系中的持股市值，約值 2,000 億
元。
李嘉誠當時又稱：「次子李澤楷有自

己很喜歡的事業，我會全力支持他」，
「令佢（Richard）都有好好的事業」。
資料顯示，李澤楷的上市旗艦電盈
(0008)，連同旗下的香港電訊信託(06823)
及盈大地產(0432)，現時總市值共約
1,120億元。
李嘉誠又強調，兩兄弟的事業和財產

均「無conflicts（衝突）」，但日後亦沒
有道理「限制佢（Richard）將來做長和
系的生意」，即使未來「做嘅嘢同長和
系一樣都無問題」。至於兩兄弟未來會
否合作，這位父親則笑說，「係佢哋自
己嘅事，打交都唔關我事」。
至於李嘉誠一直視旗下李嘉誠基金會

為他「第三個兒子」，李嘉誠說，基金
會的資產會全數作公益用途，將由Vic-
tor及Richard管理，並由Victor擔任主
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美婷）景順大中
華、新加坡及韓國區行政總裁潘新江昨日
於記者會上表示，主權基金投資在新興市
場的比率上升，尤其是對印度的投資，建
議投資者今年不要過分保守，以免錯失其
後升浪的回報。據該機構預測，若亞洲股
市可以保持升勢，料今年回報達20%。
潘新江指出，早年各國央行受到亞洲金

融風暴影響，加上受到英國脫歐事件衝
擊，令投資者趨向謹慎。但目前部分主權
基金改變投資策略，投資新興市場的比率
有所上升，尤其是印度市場，不過對於泰
國市場的投資策略卻是有保留，主要由於
當地每年現金存款回報有下降的趨勢。不
過他仍強調，不要於跌市時急於撤出投資
市場，否則可能因為過分保守而錯失其後

升浪，建議以長線作主要投資。

亞洲市場回報料反彈
事實上，新興市場尤其是亞洲市場的投

資機會，向來受到外資行重視。景順亞太
投資總監唐倩明表示，過去數年亞洲市場
投資項目的回報減少，當中由通脹所帶來
的貿易增長亦有下跌的趨勢，預計今年在

強勁的投資盈利增長推動下，亞洲市場的
投資回報將有較大的反彈。
談及A股時，唐倩明表示，對於A股今

年入摩保持樂觀，目前上交所和深交所增
加A股流通的靈活性，令外國投資者更勇
於投資A股市場，即便今次未能成功入
摩，未來A股仍會有機會，只是時間的問
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偉昉）今年
上半年環球市場表現不錯，網上基金、債
券及股票投資平台Fundsupermart（FSM）
將今年恒指合理值上調至26,900點，較昨
日恒指收市位25,843點，有4%或1,057點
上升空間。FSM投資組合經理沈家麟昨在
記者會上表示，上調恒指目標是反映年初
以來，恒指 2017 年預期盈利向上修正
5%，以13倍合理市盈率計算而來。不過
他認為26,900點是較樂觀的看法，現時累
積上升太多，預料下半年將會出現調整。

市盈率達12.4倍
沈家麟表示，大市由年初上升至今，大

市市盈率已達12.4倍，要達至13倍市盈率

需企業盈利繼續做好。現時恒指升幅只靠
科技、內銀等個別權重股帶動，並非整體
上升。今年上半年北水南下和海外流入的

資金是主導港股的力量，不過現時累積升
幅太多，預料下半年的波幅將會增加。他
下半年看好科技股、可選消費股，以及H
股的必需消費股，預料這些股份今年盈利
增長較強。
沈家麟繼續建議投資者採用「重股票、

輕債券」的策略。他指出儘管今年上半年
股債皆漲，但多數債券類別變得更為昂
貴，在收益率持續下跌下，大部分債券的
收益率均低於年初水平，投資者可改而投
資利率風險敏感度較低且存續期較短的債
券基金。
股票而言，沈家麟偏好新興市場及亞洲

的股票多於發達國家，歐美市場估值已經
上升至高於合理值，很多自去年下半年起

預期的利好因素已經全數反映，在估值擴
張有限、經濟增長減速的情況下，盈利增
長較重要。他指出，亞洲和新興市場今明
兩年的預期盈利增長快，個別市場如出口
導向型、享受改革紅利的中國和印度市場
盈利狀況良好。
MSCI明晟今日會公佈A股能否納入其

全球新興市場指數，沈家麟認為即使獲納
入，對A、H股只有短暫提振，長遠幫助
不大。因為經修正方案後，中型A股、A+
H股和過去50日都在停板的A股被剔出，
最終或會入圍的只有169隻，佔MSCI新
興市場指數和中國指數比例，由3.7%和
1%減少至1.7%和0.5%，對A股的資金流
預期規模太小。

《華爾街日報》昨報道稱，到今年7月
將年滿89歲的李嘉誠，已向他的

內部顧問團透露，計劃在明年之前辭去在
長和主席一職。一位知情人士稱，李嘉誠
已對他的內部顧問團透露了這一消息，其
中包括他的兒子——長和副主席李澤鉅。
另一位知情人士則表示，李嘉誠可能會在
今年底就卸任。
知情人士又透露，李嘉誠計劃保留他在
長江中心總部70樓的辦公室，並會擔任公
司的高級顧問。

已鋪平道路李澤鉅接班
現年52歲的李澤鉅30多年來一直追隨父

親李嘉誠，在2012年就被指定為長和未來
的接班人，儘管沒有繼任時間表。2015
年，李嘉誠當時重組了旗下和黃及長實兩
家公司的架構，成為現時的長和及長實地
產，以提升這塊資產對投資者的吸引力，
並為李澤鉅的接班鋪平道路。
知情人士稱，自重組以來，李澤鉅參與
了所有的重要投資計劃和會議。該知情人
士又稱，李嘉誠全身而退並非易事，他仍
將參與公司決策，「他將留在這艘船上並
將繼續掌舵，但會讓他的兒子掌管更多的
業務。」
長和發言人表示，李嘉誠過往都有提及
退休計劃，亦曾表明他對李澤鉅領導集團
有信心。發言人同時又強調李嘉誠身體健
康非常好，現在沒有確切的退休時間表，
如他決定了確切的退休時間表，將會正式
公佈。
李嘉誠經常因其投資智慧而被港人冠以
「超人」之稱，集團業務橫跨港口、電
訊、零售和地產等多個行業。在香港，創
辦人卸任可能會引發股東對於公司未來前
景存在不確定因素的猜想。研究家族企業
近20年的香港中文大學金融學教授范博宏
表示，年長的公司主席徹底離開崗位之前
往往會擔任名譽職位或顧問角色，觀察接
班人掌權後的表現。他說，元老坐鎮有助
於確保下屬配合接班人的工作。

「管理層折讓」出現機會微
分析員也認為，李嘉誠已經多次在公開
場合表明，「隨時退休都可以」，加上李
澤鉅長期在集團內工作，相信李澤鉅已完
全做好頂替其位置的準備，相信李嘉誠的
退休對長和系沒多大影響，長和系出現
「管理層折讓」的機會不大。長和股價昨
收報98.5元，跌0.203%；長實收報61.85
元，升0.733%。
市場觀望A股在今晨四時半，能否被納
入MSCI新興市場指數，港股昨好淡爭
持，開市一度升穿26,000點，但最終倒跌
81.5點收市，報25,843點，跌穿10天平均
線(25,846點)，成交額減至675億元。國指
收報10,468.4點，跌0.5%。中資股普遍回
吐，大市由強勢的騰訊(0700)支持，該股升
0.4%報280元。瑞信預期6月澳門賭收同比
可升30%至33%，並首選銀娛(0027)，銀娛
全日升1.6%，是藍籌股表現最好，非藍籌
股的美高梅(2282)更升3.5%。領展(0823)昨
天除淨，全日跌2.2%。

■李嘉誠過往多次提及退休計劃，早於五年前已交代其「分身家」安排。 資料圖片

景順：今年投資不宜太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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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梁燕美）A股是
否能成功加入MSCI，今日將見分曉。花旗
私人銀行亞太區投資策略師彭程昨日於記者
會上預料，A股今次成功入摩的機會高於
50%，但無論能否成功，對內地A股暫時都
不會有太大影響。他又料內地下半年經濟有
機會減弱，但全年仍可以達到6.5%的增長目
標。
彭程指出，MSCI指數被納入A股的機會
超過一半，但A股的所佔的比率只有0.5%，
而且其主要針對國際投資者，所以對內地股
票市場不會有太大影響。如果A股今次依然
未能成功入摩，亦不會對股市造成太大影
響，因為內地股市由5月上漲至今，推動股
市上漲的因素，與其是否加入MSCI指數沒
有實質關係。

開放債券通影響更大
該行預計債券通有望在今年第三季落實。

彭程認為，債券通對內地與香港股市的影
響，較A股是否被納入MSCI指數更大，因
國際投資者現時在內地債券市場並沒有資產
配置。現時內地有6萬億至7萬億美元的債券
市場，一旦開放相信會吸引資金流入，屆時
影響性更甚股市互聯互通。

■花旗彭程預料，內地下半年經濟有機會減
弱。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梁燕美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