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婉玲）匯控

（0005）及恒生銀行（0011）將於農曆

新年長假後，即下周二公佈去年全年業

績，昨日大市氣氛回勇，資金偷步炒匯控

恒生業績，匯控股價收報 81.9 元，升

2.63%；恒生收報191.5元，升7.77%為

表現最佳藍籌。高盛證券發表研究報告，

預計匯控去年第四季核心稅前盈利為37億

美元，較去年同期升42%，但較市場預測

的39億美元低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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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周派成績 匯豐恒生偷步炒

市場預計，匯控截至去年底的普通股權一級資
本比率（CET1）為14.4%，高盛預期，集團

17年度及18年度的年度派息維持每股0.51美元派
息。市場關注匯控會否再次宣佈回購股份計劃，該
行料匯控將於今年進一步進行30億美元的股份回
購計劃。

市場聚焦匯控回購計劃
單以去年第4季計，高盛估計匯控可按年扭虧為
盈，料上季錄除稅前溢利32.48億美元，2016年同
期虧損34.75億美元；總收入125.61億美元，淨利
息收入貢獻料72.66億美元，按年升6%；淨手續
費收入33.37億美元，按年升14%。
高盛預料，市場會聚焦匯控的資本回報計劃、
本港業務收入，以及英國業務增長。相信本港市場

條件有利匯控零售銀行業務，集團投資及保險業務
收入將受惠於股市上升錄得增長，而HIBOR及
LIBOR差距收窄亦將有利資產收益率。

高盛唱好恒生 目標價220元
另外，高盛又上調了恒生的投資評級，由「中
性」升至「買入」，目標價由190元上調約16%至
220元。該行估計恒生的股息率為5%，高於市場
預期約1個百分點。由於提高派息及受惠加息，該

行估計將帶動恒生每股盈利增長加快，對追求高息
及增長的基金而言帶來吸引力。
該行又指，恒生更好的風險管理，亦使其在目前波

動的交易中更具吸引力，故上調其評級及目標價。該
行對恒生17至19年最新純利預測（不計特殊項目）分
別為188.67億元、216.01億元及236.14億元。
里昂則預計，恒生去年多賺20.1%至194.73億

元，料每股盈利為9.99元，按年升20.4%，估計每
股全年派息6.6元，按年增8.2%。

香港文匯報訊 匯豐昨宣佈，已成功完成首筆
個人其他經常項目下跨境人民幣匯入匯款。這是
自人民銀行今年1月發佈《關於進一步完善人民
幣跨境業務政策促進貿易投資便利化的通知》
（下稱《通知》）後，外資銀行辦理的首筆該類
業務。
匯豐已為一位在澳洲工作的中國籍人士將其供
養家庭的生活費，以人民幣結算的方式，通過匯豐

澳洲匯入其家屬在匯豐中國的人民幣賬戶。「走出
去」的內地人才在海外的合法收入以人民幣直接匯
入境內人民幣賬戶，該新業務簡化了匯款流程、降
低了匯率波動風險及跨境匯兌成本。
匯豐大中華區行政總裁黃碧娟表示，隨着愈來
愈多的內地企業拓展海外市場並在當地僱用更多中
國籍員工，企業和個人的人民幣跨境使用需求正在
不斷上升。在此背景下，推出個人人民幣跨境收付

業務新政，為人民幣國際化注入新的動力。當中國
與全球其他市場的聯結在「一帶一路」建設推動下
不斷深化，該行預期有更多促進人民幣跨境使用便
利化的舉措將會陸續推出。
為進一步完善人民幣跨境業務政策，促進貿易
投資便利化，《通知》明確指出，銀行可為個人辦
理其他經常項目人民幣跨境收付業務，便利境內個
人將境外合法收入匯回境內使用，以及境外個人將
境內合法人民幣收入匯出境外，以滿足個人項下僱
員報酬、社會福利、供養家庭的生活費等人民幣跨
境結算需要，服務「一帶一路」建設。

匯豐完成個人跨境人幣匯入業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美
婷）新股受惠大市重拾升勢，
昨日兩隻掛牌新股略有進賬，
每手同樣賺100元。DCB控股
（8040）昨開報0.77元，最高
見0.85元，最低見0.71元，全
日收0.77元，較上市價0.75元
高0.02元或2.67%；成交1,01
億股，涉資7,730萬元；不計
手續費，每手賺100元。
另 一 隻 新 股 匯 安 智 能

（8379）開報0.455元，最高
見0.52元，最低見0.355元，
全日收0.36元，較上市價0.35
元高0.01或2.86%；成交4.51
億股，涉資1.92億元；不計手
續費，每手賺100元。

飛思達科技申請轉主板
其他新股方面，飛思達科技

（8342）已向聯交所提交申
請，轉到主板上市，而建議不
涉及發行任何新股。公司主要
在內地從事提供應用性能管理
產品及服務。董事會認為，轉
板有利於公司的持續發展、融
資靈活性及業務發展，符合公
司整體利益，為股東創造長期
價值。飛思達科技昨收報1.43
元，升4.38%。
另外，內地一體化注塑解決

方案供應商天長集團（2182）
即日至本月28日招股。該股全
球發售1.55億股，當中10%公
開發售，90%國際配售，每股
招股價介乎0.65元至0.75元，
每手4,000股，入場費3,030.23
元，預期下月8日主板掛牌上
市。創陞融資為獨家保薦人。

天長入場費3030元
據資料顯示，按招股價中位

數每股0.7元計算，料公司是
次集資淨額7,830萬元，當中
3.9%用於翻新惠州新址二期；
89.1%用於設備升級及產能擴
充以及相關投資；7%用於補充
其營運資本。
天長集團透露，藉助注塑工

序及所製作的注塑模具或外部分
包商製造辦公傢具、辦公用電子
產品、家用電器、通訊產品及汽
車所需的注塑組件，經過逾17
年的發展，透過向各行各業的客
戶提供一體化注塑解決方案維持
了均衡及差異化的客戶基礎，並
已與各類國際知名的行業領先企
業建立牢固關係。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公

司一體化注塑解決方案客戶包
括 Brother、Herman Miller、
佳能及松下。

新股報捷
DCB匯安每手賺100元

■■DCBDCB控股與匯安智能昨首掛均有進賬控股與匯安智能昨首掛均有進賬。。 莫雪芝莫雪芝 攝攝

■■匯控下周二公佈全年業績匯控下周二公佈全年業績，，昨日資金偷昨日資金偷
步炒步炒，，匯控股價收報匯控股價收報8181..99元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法院令拍賣

明雅苑大
埔

6922 4519馬洽

1字樓1號單位

睇樓：15/2（四）下午4-6時
20/2（二）下午5-6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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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由
開

363呎實用 492呎建築

不提供樓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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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量測量
代理代理

--超然佳績超然佳績
--專業保證專業保證
--信心之選信心之選

鄭永銘鄭永銘
英國皇家城市規劃師英國皇家城市規劃師

關樂平關樂平
英國皇家特許測量師英國皇家特許測量師

Mark StaplesMark Staples
英國皇家特許測量師英國皇家特許測量師 盧漢昌盧漢昌

註冊專業測量師註冊專業測量師
（（產業測量產業測量））
中國房地產估價師中國房地產估價師

林澤榮林澤榮
註冊專業測量師註冊專業測量師
（（產業測量產業測量）） 鄭世傑鄭世傑

拍賣師拍賣師
拍賣部總經理拍賣部總經理

周耀章周耀章
雜項部經理雜項部經理 梁嘉儀梁嘉儀

策劃部董事策劃部董事
香港大學理科碩士香港大學理科碩士
（（房地產房地產））

透過wechat
查詢本公司
服務及接收
最新資訊

Wechat ID: cssurveyors C S Group

更多
拍賣推介
及影片

2581 9366 www.chungsen.com.hk 移 民 估 價

查詢：2541 2282 / info@cssurveyors.com

‧評估物業現時市值或過往三年市值，作申請移民用途
‧評估物業現時市值或過往市值，作報稅或評估資產增值稅用途
‧估價報告由香港測量師學會會員及英國皇家特許測量師簽署
‧提供香港、澳門及中國大陸物業估價

租 務 管 理 服 務

◆ 擁有物業眾多，收租、交管理費、續約、應付租客投訴，
樣樣煩瑣，業主無暇兼顧？

◆ 身在海外，難以安排收租及處理租客查詢？
◆ 市況瞬息萬變，無法決定租金水平？
◆ 不懂如何甄選租客，怕遇上租霸或欠租問題？
◆ 出租單位需要維修及翻新，不知如何選擇承辦商、決定裝

修項目及安排時間監工？

查詢：2853 7126（陳小姐）

忠誠測量行租務管理服務可以為你解決以上一切難題

租務管理
‧繳交水、電費、管理費及其他開支及代申報物業稅
‧處理欠租問題
‧收取租金及預備帳目紀錄
‧專人處理有關租務之所有煩瑣工作及租客投訴
‧每月均會收到有關物業收入及支出的所有帳目

代理及處理租約
‧甄選租客及建議租金
‧續租及租金檢討
‧專人跟進物業銷售事宜

物業保養及維修
‧就物業狀況提供維修建議
‧取得及比較維修報價及聘請工程承辦商跟進工程
‧專人跟進工程，確保工程質素
‧跟進大廈公共地方修茸款項及政府部門發出之維修令
‧定期視察物業，提交物業報告，報告物業現狀
‧安排工程減少因天雨或颱風對物業造成損毀

物 業 估 價
‧按揭估價
‧移民估價
‧物業買賣估價
‧清盤及接管
‧會計及核數
‧購買火險
‧市區重建局項目物業作市場價值上訴
‧中國及澳門物業估價

租 金 估 價
‧議定新租
‧續租

法 定 估 價
‧政府收地賠償/索償
‧印花稅上訴
‧差餉反對及其他稅務事宜

訴 訟 估 價
‧申請售樓令
‧家事法庭
‧專家報告
‧強制拍賣估價（香港法例第 545章
《土地（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條例》）
‧專家證人(法院及土地審裁署)

土 地 事 務
‧申請短期租約
‧地契修訂
‧換地申請

發 展 顧 問
‧可行性研究
‧城市規劃申請
‧更改分區規劃大綱圖

建 築 顧 問
‧強制驗樓
‧漏水勘察
‧僭建物評估及修正建議
‧就《建築物條例》提供意見
‧專家證人

忠誠測量行
為客戶提供優質服務

查詢電話：2541 2282
info@cssurveyors.com

注意事項
所有競投者應委託其代表律師在拍賣前對其競投物業之業權及契據進行查察。競投者如未經查察而在拍賣會競投物業應自行承擔其風險，任何買家於拍賣師落鎚後必須接受其競投物業之業權及契據並不能對其物業之業權及契據進行質詢。而物業之有關契
據，在拍賣前可在賣方律師樓供買家查閱。再者，競投者應在競投前對其競投之物業已進行視察並滿意物業之狀況才作出競投，賣方並不保證該物業並無違例之建築，加建或改建。亦不保證物業之興建符合建築條例，買家不得對物業之違例建築，加建或
改建進行質詢或藉詞拒絕交易。 物業次序或有所調動，請各界人士預早到場。

忠誠拍賣行：中環德輔道中84-86號章記大廈3樓A室 忠誠測量行：中環皇后大道中142-146號金利商業大廈1樓 上海悅華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86-21) 6521 6600

放盤咁耐，未有消息？拍賣幫到你！
專人處理/歷史悠久/信心首選

獨立龐大及策略性宣傳
能吸引大量區外及各地投資客戶

(網頁、報章、海報、傳單、電郵及傳真)

一星期六日廣告，全行最強
(一)星島/(二)明報/(三)大公報/(四)文匯報/(五)經濟/(六)睇樓皇

查詢或委託：2581 9366

睇樓：21/2（三）下午5-6時

銀主拍賣

悅心大廈西
環

6字樓2Ｃ單位

6922 4519馬洽

492呎實用

480萬
開

銀主拍賣

汝州街234號深
水
埗

6922 4519馬洽
350萬

開
633呎實用

5字樓（唐6樓）

法院令拍賣

9833 1884鄭洽

康麗園

308萬
開

觀
塘

425呎實用

Ｄ座4字樓6號單位連82號車位

518呎建築 不提供樓契

以上物業以交吉出售。（除拍賣前收回及售出外）

承法院令及銀主命公開拍賣
茲定於2018年2月22日（星期四）

下午3時中環德輔道中84-86號章記大廈3樓Ａ室
編號
1

2

3

4

聯絡人
6922 4519馬洽

9092 0099吳洽
6922 4519馬洽
9833 1884鄭洽

6922 4519馬洽

平方呎
實用363
建築492

實用492

實用425
建築518
實用633

物業地址
大埔安埔里11號明雅苑Ｃ座（明昌閣）1字樓1號單
位。（法院令，不提供樓契）
睇樓日期：15/2(4-6) 20/2(5-6) 21/2(5-6)
西環西邊街2Ｃ號悅心大廈6字樓2Ｃ單位。(銀主命)
睇樓日期：21/2 (5-6)
觀塘康寧道147號康麗園Ｄ座4字樓6號單位連停車場
第2層82號車位。（法院令，不提供樓契）
深水埗汝州街234號5字樓（唐6樓）。（銀主命）

開價(萬)
自由286

480

308

350

物業（2）及（5）以連約出售，其餘物業以交吉出售。（除拍賣前收回及售出外）
＊以上所有資料只供參考，並不擔保其正確無誤＊ 牌照號碼：C-012527

承業主命公開拍賣
茲定於2018年2月28日（星期三）

下午3時中環德輔道中84-86號章記大廈3樓Ａ室
編號
1

2

3

4

5

聯絡人
9138 6079劉洽

5177 8750李洽

6922 4519馬洽

6922 4519馬洽

9833 1884鄭洽

平方呎
實用550
建築626
建築213
(未核實)
建築50
(未核實)
實用324
建築413

建築78
(未核實)

物業地址
沙田穗禾路17號穗禾苑Ｅ座慶盛閣3字樓8號單位。
睇樓日期：24/2 (3-4) 26/2 (5-6)
柴灣柴灣道111號高威閣（東港城）地下98號舖位。
(租期至15-2-2019 租金$5000)
深水埗長沙灣道226－242號金華大廈（深之都）1字
樓183號舖位。
荃灣荃景圍103號荃灣中心第3座（杭州樓）29字樓Ａ
單位。
睇樓日期：24/2(4-5) 26/2(5-6)
銅鑼灣謝斐道509號美漢大廈銅鑼坊2字樓Ｓ76號舖
位。(租期至14-8-2018 租金$3200)

開價(萬)
488

128

42

330

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