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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誠巴菲特傳爭購英電網
長和系若成功 可奪近半英電網市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綜合外
電消息，繼去年7月底收購法國EDF的英
國電網資產後，長和系或再出手。德國最
大的公用事業公司E.ON計劃出售英國電
網業務，成功吸引李嘉誠旗下的長江基
建、巴菲特旗下的MidAmerican Energy
Holdings Co.以及PPL Corp.的興趣，有
關交易金額可能達到60億美元。

據 業務與由加拿大退休金計劃投資局牽頭的集團進行了單

彭博消息，E.ON為了削減債務，去年就出售英國電網

獨談判，惟因價錢問題告吹。其後，E.ON與其他機構洽談，
吸引了包括李嘉誠旗下的長江基建、巴菲特旗下的
MidAmerican Energy Holdings Co.以及PPL Corp.的興趣；該3家
公司目前在英國均有業務。消息稱，交易不會馬上落實，談
判仍在初步階段。

消息指長建出價56億美元

李嘉誠

巴菲特
■ 德國公司出售旗下的英國電網業務，成為了李嘉誠與巴菲特爭購的目標。

二○○六年十一月十一
E.ON正面臨歐洲需求停滯，以及政府為降低預算赤字徵收
稅費等問題，該公司有意為歐洲以外地區的業務削減債務以
及募集資金。E.ON出售英國電網業務是其計劃到2013年底出
售150億歐元資產中的一部分。
另據路透社及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報道，李嘉誠旗下
的長江基建目前對E.ON電網資產的出價為56億美元，以該價
碼計算，是次收購交易的稅後回報為11%。
李嘉誠旗下英國電信業務享有的稅務優惠，可用於減少集
團其他業務的未來稅務負擔，長江基建的控股公司——和黃
截至去年6月30日止擁有19億美元的遞延稅項資產，若能在英
國再進行一宗收購，就能確保這些英國稅務優惠條件得到充
分利用。

長和系有充足資金實力

李嘉誠「點股成金」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首富李嘉誠宛
如美國股神巴菲特一樣「點股成金」，
年前介入的多檔股票在兔年首個交易
日「賺到兔」，包括TOM、鉑陽太陽
能、中國木業逆勢大漲超過6%，七檔
「誠哥系」股票成為港股熱點。

投資眼光精準的李嘉誠，虎年頻頻
買進自家的和記黃埔與長江實業股
票，且格外偏好股價不到1港元的毫子
股，虎年先後入股中聚雷天、中國木
業與鉑陽太陽能，陸續創下股價新
高。

中國非製造業PMI
1月降至56.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中國物流與採購聯
合會（CFLP）周三公布，1月的中國非製造業商務
活動指數（PMI）為56.4，按月回落0.1%。當中，
除各單項指數中新訂單指數、積壓訂單指數和業務
活動預期指數有所回升外，其餘主要指數則呈現不
同程度的下滑趨勢。該會副會長蔡進認為，1月份
數字顯示非製造業繼續高位平穩運行，其中建築業
活動受季節影響回落較明顯，而零售、運輸、餐飲
等主要服務業受春節需求拉動較為活躍。
數據顯示，1月份新訂單指數為53.1，比去年12月
上升0.8%。其中以消費性服務業表現最佳，分數為
58.2；生產性服務業次之，為53.0；建築業最低，為
38.3。業務活動預期指數亦繼續上升至68.1，比去年
12月上升1.4%。以建築業得分最高，為72.9；生產
性服務業次之，為68.7；消費性服務業最低，為
66.1。
而新出口訂單指數則按月回落1%，至49.6。表現
最佳的是建築業和消費性服務業，分別為52.1和
50.3。生產性服務業最低，為48.2。收費價格指數亦
小幅回落0.2%，至53.7，其中消費性服務業和生產
性服務業分數最高，分別為54.3和53.1；建築業最
低，為52.9。

簡訊

穗春節6天僅賣47套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沙飛、涂若奔、周逸）中國在
去年底再推新一輪調控政策，嚴厲措施開始生效。據
廣州國土房管局網上簽約數據顯示，2月2日至7日，廣
州市一手住宅網簽量僅47套，平均一天成交不到8套，
與春節前的日均網簽276套相比反差巨大。其中廣州市
中心區多日出現零成交（見圖）。
有分析認為，在第
三輪調控的作用下：
大城市房價中長期將
再次停漲，部分郊區
房價則將掉頭下滑，
60%以上的購房者出
現明顯的觀望，令樓
市很可能出現去年4月
以後的蕭條現象。

華住房公積金貸款息加至4.5%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曉靜 北京報道）在中國人民
銀行8日公布加息後，中國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昨日亦宣
布上調住房公積金存貸款利率：從2月9日起，五年期
以上個人住房公積金貸款利率上調至4.5%，上調0.2個
百分點；五年期或以下個人住房公積金貸款利率上調
至4%，上調0.25個百分點。
北京中原地產三級市場研究部研究總監張大偉向香
港文匯報記者分析指出，雖然公積金再次提高了利
率，但是相比商業貸款的優勢反而更加明顯：首先，
利率的差距將使得越來越多的首套房購房者選擇公積
金；其次，因公積金認定第二套房是按照存量，只要
之前的房產賣掉即計算為第二套，所以預計在貸款80
萬元以內的購房者將大部分選擇公積金；第三，公積
金的限額為80萬元人民幣，這比較合適總價在200萬元
人民幣以內的房產使用，但因目前北京百萬元以下房
產已基本沒有，所以對購房者的首付能力要求較高。

李嘉誠概念股被認為各有賣點，例
如中國木業轉型煤炭公路業務，TOM
集團專攻新媒體業務，後者除擁有
TOM門戶網站、NBA中文官網等大量
網絡業務外，旗下的城邦媒體控股集
團還是台灣規模最大的出版商之一；
此外「TOM戶外」也是中國領先的戶
外廣告公司，廣告遍佈中國60多個主
要城市。

李嘉誠概念股表現
個股名稱
長江實業
和記黃埔
TOM
中聚雷天
中國木業
和記港陸

行業
地產
綜合
新媒體
新能源
煤炭公路
物業投資

9日收市價(港元)
125.5
93.2
1.26
1.02
0.485
1.05

報道又指，李嘉誠旗下的企業王國有充足的資金實力進行
此次交易。長江基建目前持有13億美元現金，和黃正分拆粵
港碼頭業務於新加坡上市擬籌60億美元，也能助上一臂之
力。
從行業角度審視，李嘉誠在英國的電網業務記錄良好，有
關電網可與他在英國現有的3個電網業務攤分管理和技術成
本，而且或能增加在與電力供應商議價時的籌碼。而據法國
巴黎銀行指出，若該交易順利達成，長和系有望掌控近一半
的英國電網市場。

專家：中國進入通脹大周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洪嘯
北京報道）受北方乾旱和南方冰
凍天氣影響，加上激增的年貨需
求，去年底已趨穩定的中國物價
在1月再次急劇攀升。面對驟增
的通脹壓力，中國國務院總理溫
家寶兩度強調：「今年政府經濟
工作的頭等大事，是穩定物
價！」節後召開的第一個國務院
常務會議亦聚焦糧食生產及管理
通脹預期。
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的專家指
出，溫總理此番表述，反映出中
國正面對通脹的巨大壓力，彰顯
了中央對通脹的高度警惕，預料
抗通脹將成為今年兩會政府工作
報告中的重中之重。

今年頭等大事 穩定物價
中國國家信息中心研究員張茉
楠在接受香港文匯報採訪時表
示，此輪通脹並非單純的由貨幣
供應量增大所引起，而是成本推
動型的結構性通脹。張茉楠認
為，從當前看儘管1月份通脹會
超過5%的警戒線，但由於基數
效應、翹尾因素以及國家對物價
調控決心等因素，短期對通脹的
擔憂不必過大，不過，中國更應
關注中長期的結構性風險。從性
質上看，中國正處於一個通脹大
周期中，中國目前通脹的成因極

為複雜，不僅僅是短期因素，更
有長期因素；既有貨幣超發和輸
入性因素，也有中國經濟的結構
性因素。
事實上，自去年下半年以來物
價上漲對民眾的生活影響始終牽
動中國高層的心。雖說中央於去
年11月中旬出台了穩定物價一攬
子政策，取得一定成效，但是消
費者價格指數（CPI）仍居高不
下。
去年11月通脹達到5.1%的新
高，12月按年雖僅錄得4.6%升
幅，但仍較11月上漲0.5%。進入
2011年，受天氣及春節因素影
響，通脹壓力將進一步增大，市
場預計1月通脹仍將高企，中央
抗通脹面臨不小壓力。

多管道遏通脹 趁勢轉型
張茉楠表示，在當前全球新興
市場國家均面臨通脹的背景下，
中國需要重新審視通脹問題，應
該抓住本輪經濟增長轉型的大
勢，把通脹當成一種倒逼機制，
推動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因此
在治理通脹的措施也應長短配
合，短期內可以通過政策緊縮對
沖，但要想根本跨過通脹周期，
必須通過轉型、經濟結構戰略性
調整以及大規模增加有效供給才
能得到根本解決。

匯豐首席經濟學家：中國能抑通脹
香港文匯報訊 匯豐銀行首
席經濟學家斯蒂芬．金日前在
接受新華社專訪時說，新興經
濟體普遍面臨通脹壓力，相信
中國能夠解決通脹問題。
斯蒂芬．金說，中國已採取
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和加息的方
法來抑制通脹。
不過要衡量實際效果，關鍵
要看貨幣供應量。目前中國貨

幣供應量居高不下的情況依然
嚴重。
匯豐銀行預測，中國今年國
內生產總值增速不會陡然下
降，預計將略低於9%。
鑑於中國政府抑制通脹的強
烈願望，加上良好的宏觀調控
歷史紀錄，斯蒂芬．金表示，
他個人認為中國最終成功解決
通脹問題的可能性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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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CPI料現5.5%新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洪嘯 北京報道）中國1
月宏觀經濟運行數據按計劃將於2月15日公佈，
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引人關注。從中國國家
統計局、商務部已公佈的食品價格監測數據顯
示，春節期間各地食品價格均呈上漲態勢，一些
蔬菜價格更是上漲一成。市場預計，食品價格仍
是推動物價上漲主因，1月通脹恐達5.5%再創
2008年以來新高。

18種蔬菜 批發價均漲6.1%
統計局9日公佈的1月下旬50個城市主要食品平
均價格變動情況顯示，在監測的29種食品中有27
種價格出現上漲，其中7種監測蔬菜價格漲幅較
大。商務部最新數據也顯示，春節前一周18種蔬
菜平均批發價格上漲6.1%，漲幅雖比前一周縮小
6.5個百分點，但是部分蔬菜價格出現飆升。除
食品價格上漲外，受災害性氣候影響，1月國際
大宗商品價格持續走高，受此影響，中國國內主
要生產資料價格也上漲，其中鋼鐵產品價格、煤
炭價格、石化原料價格明顯上漲。中國商務部監
測的數據顯示，1月礦產品、能源、黑色金屬、
有色金屬和橡膠已經連續3周維持升勢。
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彭文生向香港文匯報表

英媒：
「國際匯率戰」或成中巴「比堅尼戰」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電，英國廣播公司（BBC）和
英國《金融時報》9日先後對巴西財政部長曼蒂加
（GuidoMantega）所謂的「國際匯率戰」做出諷刺性報導。
英國廣播公司認為，比堅尼是巴西最具象徵性的產品，
一旦中國製比堅尼開始充斥巴西海灘，顯示人民幣不升值
嚴重影響巴西產業經濟。《金融時報》諷刺說，如此一
來，匯率戰將轉為比堅尼戰。
《金融時報》新聞刊登出來的前1天，美國財政部長蓋特
納才結束訪問巴西行程。蓋特納此行目的是嘗試說服巴西
政府向中國施壓人民幣升值。
《金融時報》認為，巴西和中國應該對人民幣升值感興
趣。巴西的理由很明顯：人民幣升值可削弱中國產品的競
爭力。中國的理由則是，過多國外熱錢湧入，使得中央銀 ■ 《金融時報》諷刺說，國際匯率戰將轉為中國與巴西的比堅
尼戰。
網上圖片
行被迫購入多餘的外匯，加速通貨膨脹。

示，估計1月份通脹按月上漲1.5%（經季調後按
月上漲0.9%），同時由於1月份翹尾因素高達
4%，預計1月份按年反彈至5.5%，再創2008年以
來的新高。中信建投證券首席宏觀分析師魏鳳春
則預計，1月通脹將達到5.6%。

各界對CPI及加息預測
瑞信亞洲區首席經濟分析員陶冬：年中通脹
或升至6.4%，而全年平均約5.3%；加息25點子
對實體經濟影響有限，但對樓市有較明顯影
響。
高盛：1月通脹或超過5%，預計未來數月中
央需採取更嚴厲措施。
安信證券：1月通脹料升至5.3%，全年通脹高
點在次季及第三季之間，單月可能突破6%，年
內可能加息兩次，料將在上半年發生。
中金：次季通脹按年或再創新高，未來可能
加息1至2次。
申銀萬國：首季通脹漲幅坐五望六，年內還
將加息兩次，時間主要在上半年。
興業銀行：1月通脹可能創5.3%新高，本月還
將上調1次準備金率，首季準備金率將再加2
次，年末料調升至23%左右。

金兔黃金周 華零售餐飲破4千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理、江鑫嫻 北京報道）
據中國商務部監測數據顯示，大年三十至正月
初六期間，中國零售商場和餐飲企業實現銷售
額4045億元人民幣，比2010年春節黃金周增長
近2成。

旅遊收入逾800億 增兩成
此外，全國假日旅遊部際協調會議辦公室9日
發佈報告稱，今年春節黃金周期間，31個省市
自治區共接待遊客1.53億人次，按年增長
22.7%；實現旅遊收入820.5億元人民幣，增長
27%。民航客運收入52億元人民幣；鐵路客運
收入31.1億元人民幣。北京、天津、上海等39
個重點旅遊城市實現旅遊收入330.5億元人民
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