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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支持彩票賽馬 復星恒大航基料受惠旅遊旺

海南自貿區概念股勢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國家主席習近平上周五宣佈計劃在海

海南自貿區受惠概念股

南全島建設自貿試驗區和自貿港後，國務院上周六再發佈《支持海南全
面深化改革開放的指導意見》，表示中央支持海南發展彩票、賽馬等娛
樂行業。市場分析指出，相關消息勢利好海南自貿區概念股，港股中，
在海南有項目的公司如復星國際（0656.HK）、中國恒大（3333.HK）及海
航系的航基股份（0357.HK）料會率先受惠。

國家主席習近平上周五宣佈計劃在海南
全島建設自貿試驗區和自貿港，支持

海南逐步探索、穩步推進中國特色自由貿
易港建設，分步驟、分階段建立自由貿易
港政策和制度體系。該計劃將涵蓋旅遊、
體育、免稅購物和醫療健康等領域的利好
政策，市場預計一些本地概念股或從中獲
得新的發展機遇，尤其海南省最大企業海
航集團亦可從中受惠，緩解其債務壓力。

海航料可受惠紓債務壓力
新華社上周六發佈的《中共中央 國務
院關於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指導
意見》（下稱《意見》）指出，支持在海
南建設國家體育訓練南方基地和省級體育
中心，鼓勵發展沙灘運動、水上運動、賽
馬運動等項目，支持打造國家體育旅遊示
範區。探索發展競猜型體育彩票和大型國
際賽事即開彩票。探索從空間規劃、土地
供給、資源利用等方面支持旅遊項目建
設。
市場人士分析指出，《意見》的建議措
施旨在促進國內外遊客前往海南。企業和
房地產開發商早已傾注數以十億計美元在
海南建設度假村和購物中心，但是儘管海
南擁有優美的沙灘，這些度假村和購物中

心卻人流稀少，預計該消息將為該省經濟
帶來福音。計劃還將利好海航集團的發
展，其主要業務涵蓋航空、酒店等領域。

看好基建旅遊交通企業
東方證券指出，看好基建生態、旅遊娛
樂、交通運輸等三大方向。海南國際旅遊
島建設的政策支持和「多規合一」等一系
列改革的推進將會帶來較大的變化和影
響。該證券行關注海南本土企業，看好積
極佈局園林環保業務，轉型大生態，提前
佈局海南郵輪和賽馬專案的海南瑞澤；積
極轉型「地產＋大健康＋大旅遊」的海南
高速；融合如家，引入攜程，同時擁有三
亞南山景區運營權的首旅酒店；有意進軍
賽馬行業的羅牛山等企業。
於港股之中，復星國際（0656.HK） 已
在海南南海岸建造了一個價值100億元人民
幣的三亞亞特蘭蒂斯豪華度假村，包括酒
店、水上樂園、水族館、購物中心和娛樂
表演的綜合體將於2018年第二季度開業。
中國恒大（3333.HK）亦正在建設海花
島，該項目位於海南西北海面上的一個人
工群島，集合了酒店、主題公園、商場和
會議中心。
對於未來的發展目標，新華社引述《指

■國家主席習近平宣佈擬在海南建設自貿試驗區，海南自貿區概念股料將率先受惠。圖
為北京海航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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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意見》指出，到 2020 年自由貿易試驗區
建設取得重要進展，國際開放度顯著提
高；到 2025 年自由貿易港制度初步建立，
營商環境達到內地一流水平；到 2035 年自
由貿易港的制度體系和運作模式更加成
熟。

東北證券：利服務進出口
東北證券相信，未來自貿港的變化將會
直接利好服務進出口貿易的供應鏈行業。

其分析指出，一線放開帶來的自由度提升
將會提升進出口交易額以及進出口通關效
率，供應鏈服務企業的業務量規模增長有
望受益；而隨着自由貿易港內金融、維修
等增值功能的完善，將有利於供應鏈企業
提供更全面更高效的供應鏈服務，同時供
應鏈企業也是港區完善自身功能必不可少
的服務環節。其中，典型的包括大宗商
品、電子資訊、醫療器械、汽車以及服裝
零售類企業。

生產過程亦力求環保。例如採用天然氣、太
陽能板及餘熱發電，以取代燒煤及油焦，減
少碳排放。另外，污水及包裝木板都會回收
循環再用。他指出，由於內地近年都積極淘
汰落後及不環保產能，令供求比例趨健康，
對公司亦有利。

■劉錫源指，
未來會不斷為
產品進行升
級，並提升國
際化及自動化
進程。
香港文匯報
記者曾慶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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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倫多設據點拓北美市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
程敏）今年踏入成立30周
年的綜合玻璃製造商信義
玻璃（0868.HK），因致力轉型至開發節能環
保的玻璃製品，早前榮獲2017香港工商業獎升
級轉型獎。首席財務官劉錫源上周接受訪問時
指出，公司一直以來積極配合國家環保政策，
開發可鋼化、可熱彎的Low-E玻璃和Solar-X
熱反射汽車玻璃等，令公司業績多年來屢創新
高，未來將會不斷為產品進行升級，並提升國
際化及自動化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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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生產 積極減少碳排放
劉錫源憶述，公司是做汽車玻璃起家，其

後1997、98年新增建築玻璃，由於國家對環
保產品的節能功能標準提高，公司以往製造
的單反玻璃於隔熱方面能力較低，於是於
2007 年引入外國的 Low-E 玻璃，目前已成為
內地最大的建築 Low-E 節能玻璃製造商之
一，佔內地 Low-E 玻璃市場超過 15%份額。
同時，信義玻璃亦是全球最大的汽車玻璃生
產商之一，佔全球汽車玻璃替換市場 20%以
上份額。現時全港約九成旅遊巴都是使用信
義的汽車玻璃。劉錫源指出，「在我們公司
身處的這條街，除我們外，已有 2 間機構採
用信義的建築玻璃，包括宏利及花旗銀行，
這反映出業界對我們的認同。」
劉錫源續指，除了產品趨向環保，公司在

談到未來發展策略，他指公司將由以往集中
於珠三角地區，逐步擴展至全中國，及後再發
展馬來西亞，現正在加拿大多倫多設浮法玻璃
廠。加拿大廠房將有2條生產線，約供應1,800
噸日用量，讓公司慢慢實現國際化的目標，輸
出更多「中國製造」產品。他解釋，選擇多倫
多作為「走出去」的據點，是因為公司原本於
北美市場佔有率很低，而北美的天然氣很便
宜，約為內地的三分之一價錢，雖然北美的人
工成本較貴，但浮法玻璃廠並不是勞工密集行
業，故相信此舉有助公司打開北美的新市場。
他續指，由於玻璃製造業愈來愈難請人，公司
亦希望盡量提升自動化。
至於美國正提出的貿易保護主義，他認為
目前清單並沒有包括玻璃，故影響不大。不
過，他認為，國家主席習近平早前提出主動
擴大進口，今年將降低汽車等產品進口關稅
的措施，將有利吸引更多汽車進口，從而增
加其汽車玻璃業務。他指出，因受惠海外的
增產計劃，今年的增長重點仍會以浮法玻璃
為主。

貿戰走資無礙 二手成交急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美婷）雖然
市場利淡消息充斥，但仍無礙樓市二手
成交。過去周六日十大屋苑成交明顯轉
強，綜合四大代理行成交數據，十大屋
苑成交達 52 宗，大增 22 宗。中原地產
亞太區副主席兼住宅部總裁陳永傑表
示，市場消化貿易戰及加息等負面消
息，令買家入市態度恢復積極正面，帶
動成交急升。

新盤欠焦點 購買力回流
中原地產十大屋苑上周末錄得19宗成
交，創 11 周新高，較前周末錄 9 宗倍
升。陳永傑續指，近日樓價升幅遠超預
期，經常錄得創新高成交，反映買家願
意追價入市，怕遲買會更貴，加上一手
市場欠缺焦點，購買力陸續回流二手市
場。
另據美聯物業分行統計，上周末十
大藍籌屋苑合共錄得 15 宗成交，較前
周末 7 宗成交增 8 宗，創 4 個周末的新
高，成交量重回雙位數水平。美聯物業
住宅部行政總裁布少明表示，貿易戰氣
氛緩和，儘管不少國際因素仍有機會影

響股市及經濟，但由於本港樓市剛需持
續，資金仍流向磚頭，帶動整體樓市氣
氛仍然向好。他續指，上周末市場上缺
乏全新大型樓盤推售，成交以餘貨為
主，部分購買力及焦點回流二手屋苑，
故帶動上周末指標屋苑交投量回升，預
期稍後不少大型新盤部署推售，二手屋
苑交投量表現將會反覆。
至於利嘉閣地產上周末日十大指標
屋苑累錄 9 宗二手買賣個案，較前周末
的 8 宗輕微增加 1 宗；香港置業則錄得
9宗成交，較前周的6宗增3宗。

外圍現暗湧 業主擴議幅
港置行政總裁李志成表示，雖然新
居屋超額申請鎖緊細價樓購買力，窒礙
個別地區成交，但中上價換樓市場未受
影響，買家入市意慾仍然高漲。他又
指，外圍經濟出現暗湧，二手業主部分
叫價態度開始軟化，願意擴大議價空
間，吸引準買家在市場四出尋寶，帶動
上周末各區睇樓量上升，預料下一輪新
盤推售潮出現前，二手成交仍可持續看
漲。

陳茂波：早有準備 走資頂得住

信義玻璃：升級產品促進國際化

十大屋苑上周六日成交
上周末

按周變幅

中原地產

19宗

↑10宗

美聯物業

15宗

↑8宗

利嘉閣

9宗

↑1宗

香港置業

9宗

↑3宗

資料來源：各代理公佈

資料來源：彭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
港匯近期持續弱勢，金管局上周
接連四次出手，總計承接 96.64 億
港元沽盤。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
於網誌表示，這是「一如所
料」，港美息差逐漸拉闊，最終
會令部分資金流出香港，為港息
正常化提供條件。他勸喻大家，
對港元流走毋須過分擔心，金管
局已一早做好準備，有信心香港
能夠應付極端情況下資金大量流
走引發的挑戰。
陳茂波昨日解釋，聯繫匯率是
一種貨幣發行局制度，自然會出
現「四步曲」，也就是：資金流
出→結餘收縮→港息上升→匯率
穩定，金管局向市場買港元、沽
美元，保證港匯不弱於 7.85，是機
制設計之內的正常運作。
他還向市民保證，現時港元貨

幣基礎約 1.7 萬億港元，已為資金
流出提供極大的緩衝。港府亦已
防患未然，在資金未退潮前早已
為香港銀行和金融體系做好防震
措施。香港本地銀行在 2017 年底
持有高流動性資產超過 4 萬億港
元，銀行流動性覆蓋比率接近
150%的高水平，能為資金流走提
供充足緩衝。另外，還有豐厚的
外匯基金提供安穩的後盾。

投資須管理好風險
此外，陳茂波還建議，市民在
借貸時要持務實和審慎的態度，
不應期望超低息環境無止境地持
續下去，必須要慎重考慮能否應
付貸款利息開支上升的情況，同
時亦要注意利息趨升對資產價格
以至對自己投資的可能影響，量
力而為，小心管理好風險。

陳茂波解釋貨幣發行局調節機制
資金流入

資金流出

港元匯率保持穩定

市場人士沽出港元

利率下跌

港元匯率出現下調壓力

總結餘擴大，資金流入

當港元匯率轉弱至7.85

貨幣發行局沽出港元

貨幣發行局買入港元

當港元匯率強至7.75

總結餘收縮，資金流出

港元匯率出現上升壓力

利率上升

市場人士買入港元

港元匯率保持穩定

湯文亮：樓市購買力嚴重不足
香港文匯報訊 資深投資者、紀惠集團行政總
裁湯文亮昨在 fb 撰文指出，雖然本港樓價不斷
創新高，但成交量嚴重不足，反映目前樓市的購
買力嚴重不足，並指地產商如果不減價推盤，在
樓價不斷創新高之下，政府就有可能推出新樓空
置稅，今年第二季會成為樓市關鍵的一季。

降低推盤量 製熾熱假象

■ 過去周六日十大屋苑成交明顯轉
強。圖為沙田第一城
圖為沙田第一城。
。
資料圖片

■ 旅遊類
海峽股份(002320.SZ)、中國國旅(601888.
SH)、 海 南 高 速 (000886.SZ)、 海 南 椰 島
(600238.SH)、京糧控股(000505.SZ)、大東
海(000613.SZ)、王府井(600859.SH)
■ 海航系
海航控股(600221.SH)、海航基礎(600515.
SH)、 航 基 股 份 (0357.HK)、 海 航 投 資
(000616.SZ)、海航創新(600555.SH)
■ 房地產和度假村
復 星國際(0656.HK)：已在海南南海岸建造
了一個價值 100 億元人民幣的三亞亞特蘭蒂
斯豪華度假村，包含酒店、水上樂園、水族
館、購物中心和娛樂表演的綜合體將於2018
年第二季度開業。
中國恒大(3333.HK)：正在建設海花島，該
項目位於海南西北海面上的一個人工群
島，集合了酒店、主題公園、商場和會議
中心。
海德股份(000567.SZ)、羅頓發展(600209.SH)
■ 工業類
鈞達股份(002865.SZ)、海馬汽車(000572.SZ)、海
南瑞澤(002596.SZ)、海南橡膠(601118.SH)
■ 醫療
海虹控股(000503.SZ)、雙成藥業(002693.SZ)、
覽海投資(600896.SH)、普利製藥(300630.SZ)
■ 農業
神農基因(300189.SZ)、羅牛山(000735.SZ)

湯文亮指出，也許有很多人會奇怪，樓價創
新高應該是代表購買力澎湃，為何樓市成交卻不
斷萎縮？理由很簡單，二手樓業主現在不會隨便
賣走他們擁有的單位，無論用作自住或者收租
的，因為現時要再買樓須付出很重稅費，故此二
手樓業主不會輕易賣樓。地產商必須賣樓，新樓
成交量下降其實代表購買力嚴重不足。他說，一
定會有人認為地產商睇好後市而惜售，但他不認
同這個說法，因為地產商惜售的話，就不會推出
這麼多的付款辦法。
他說，現在甚至是只要有人願意買樓，而其
又符合資格的話，地產商一定可以找到一個適合
買家的付款辦法，如果是惜售的話，地產商就會
鐵價不二，亦不會給予任何付款辦法，一切是由
買家搵銀行商量。即使地產商提供如此多的方
便，新樓成交量也是差強人意，所以，地產商唯
有減少推盤量，形成目前樓市購買力澎湃的假

象。

空置稅勢成地產商難題
湯又指，財爺陳茂波公開表示關注新樓銷售
緩慢情況，並且暗示如果情況繼續下去，政府有
可能推出新樓空置稅，這將會是地產商一個難
題。事實上購買力是不足夠承接地產商的新樓
盤，如果不想付空置稅，唯有降價出售，而事實
上政府的供應量正在上升，即使地產商願意付空
置稅，新樓的空置單位也只會愈積愈多。
他續指，現時樓市陷入進退兩難，二手樓供
應量被政府的辣招有意無意之間鎖死，這是地產
商促銷新樓的好時機，今年政府的新樓供應量超
過 20,000 個單位，如果銷售量不接近這個數
字，政府真的有可能推出空置稅，在第一季陳茂
波仍未關注新樓銷售情況，出售的新樓單位不足
4,000 伙，但在 3 月底陳茂波表示關注之後，有
消息表示將會有 8,700 伙新單位推出市場，如果
可以賣走八成，相信政府不會推出空置稅，但市
場承接力成疑。
湯文亮稱，地產商對上述情況瞭如指掌，知
道如果購買力不足而減少推出新樓盤，在樓價不
斷創新高之下，政府真的有可能推出新樓空置
稅，今年第二季將會成為關鍵的一季，屆時就可
印證市場上購買力是澎湃抑或是嚴重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