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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指估值低 最樂觀見二萬五

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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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信︰反彈剛起步 凱基薦比亞迪中鐵領展

責任編輯：許偉生

投資人語

外圍市場回軟，淡友趁機反撲，恒指昨日回吐 422
點，終止
連升 日紀錄，重回二萬二關以下。凱基證券亞洲投資策略部
主管溫傑表示，由於恒指現價估值偏低，後市有較大上升空
間，若外圍因素配合，指數有機會上試 25000
點。另外，瑞信大
中華區投資總監邵志銘相信，恒指反彈浪剛起步，升勢料可持
續，互聯網、新能源股有望跑贏恒指。
大公報記者 劉鑛豪 實習記者 蔣去悄

凱基亞洲下半年推薦股份（單位：港元）
股份

目標價

昨收

昨變幅

270及240

304

315

▼4.9%

15

16.6

14.84

▼3.6%

百威亞太（01876）

19.5

23.4

22.85

▼2.1%

中國中鐵（00390）

4.7

5.7

4.89

無升跌

領展房產（00823）

63

73

65.05

▼0.3%

紫金礦業（02899）

9元以下

10.7

9.45

▼4.3%

新能源板塊

4

溫傑昨日在發布會上指出，中
資股盈利增長有機會在下半年回
升。目前恒指估值偏低，後市有較
大潛在上升空間，恒指下半年目標
23000點。倘若聯儲局9月放慢加息
步伐、內地經濟強勢反彈，以及
地緣衝突緩解，樂觀情況可見
25000點。不過，投資者要警惕，
通脹壓力升溫將是港股最大風險，
或導致資金外流，影響市場流動
性。個股方面，該行建議留意三大
板塊，新能源板塊推薦比亞迪
（01211）及龍源電力（00916），
內需及基建板塊看好百威亞太
（01876）及中國中鐵（00390）；
防守性板塊則關注領展（00823）及
紫金礦業（02899）。
溫傑認為，下半年全球經濟走
勢在於美聯儲加息幅度，短期內全
球股市發生的波動屬全球投資趨
勢，惟對後市走勢並不悲觀。下半

買入價

比亞迪（01211）
龍源電力（00916）

內需及基建板塊

商品及防守板塊

大公報記者整理

證券界最新市況評論
凱基亞洲國際
溫傑

瑞信

▲溫傑表示恒指估值偏低，
後市有較大潛在上升空間。

年投資策略方面，他建議，通過將
平衡組合的四成配置為固定收益資
產，餘下六成投入股票市場，可相
對穩健地平衡風險和收益，其中A股
和美股分別佔平衡組合的10%與
20%。

A股最低迷時間已過去
A股方面，溫傑稱，市場最低
迷的時候已經過去，隨着疫情得到
控制，內地消費水平將上升，或吸
引資金回流A股。內地第三季經濟有
望明顯反彈，中線投資市場料有改
善。儘管存在受美國經濟衰退風
險，拖累內地經濟復甦的可能，但
內地減稅降費及行業政策放寬可為
經濟減壓，基建股和新能源汽車
等行業存在增值機會，有助於改
善投資氣氛，料下半年經濟增速
加快。
另外，邵志銘昨日在投資展望

邵志銘

恒指估值偏低，指數具較大
上升空間，倘若聯儲局9月
放慢加息、內地經濟強勢反
彈、地緣衝突緩解，港股有
機會衝上25000點
恒指反彈浪剛起步，升勢料
可持續，互聯網、新能源股
有望跑贏恒指

蔚來被指誇大盈收 股價瀉11%

發布會上表示，恒指近期反彈剛起
步，升勢料可持續，恒指下半年目
標23000點，互聯網及新能源板塊
將跑贏恒指，支持因素包括內地振
興經濟相關措施等。他又稱，美國
加息導致經濟衰退可能性不高，經
濟軟着陸難度下降，使港股投資環
境逐漸改善，加上內地政府落實支
持政策，或推動港股上行。

【大公報訊】近期跑贏大市的汽車股昨
日出現大震倉，造車新勢力 「蔚小理」 成為
板塊震央，被沽空機構Grizzly Research狙擊
的蔚來（09866），股價急插11.3%，收報
165.5 元 ， 是 跌 幅 最 大 汽 車 股 。 Grizzly
Research認為，蔚來有誇大收入及盈利之
嫌，涉及誇大收入達到數以十億美元。蔚來
則回應指出，有關報告涉及大量錯誤、未經
證實信息，包含誤導性結論。該公司考慮採
取適當行動，以保護股東利益。蔚來昨日成
交額及沽空金額未見出現異常情況，全日成
交額4.26億元，較上日增加11%；沽空金額
7091萬元，減少7%。

瑞信看好互聯網及新能源股
港股昨日市況方面，恒指收市
跌422點或1.8%，收報21996點。
科技指數跌166點或3.2%，收報
4937 點 。 個 股 表 現 ， 京 東
（09618）、阿里（09988）股價雙雙跌
3%，分別收報251.4元、114.5元。
內房股逆市向上，龍湖（00960）股
價升1%，收報36.85元，是升幅最
大藍籌股；碧桂園（02007）股價靠
穩，升0.6%，報4.85元。

理想擬增發ADR籌155億
其他汽車股，理想汽車（02015）計劃
增發ADR，集資最多20億美元（約155億港
元），昨日股價跌8.8%，收報144.3元。大

摩表示，投資者或擔心增發ADR會對股價短
線造成影響，但資本補充屬策略性利好，股
價波動性可控。不過，市場重新注視造車新
勢力的集資需要，中金資本運營董事總經理
王曙光預期，新能源汽車行業未來需要資本
投資，2021年至2025年規模將超過1.6萬億
元人民幣，2025年至2030年超過5萬億元人
民幣。若以20%股本金比例計算，未來10年
需要股權融資1萬億元人民幣。
駿達資產管理投資策略總監熊麗萍稱，
理想今次在市場進行集資，正正反映造車新
勢力需要資金發展業務。她相信，整體汽車
板塊仍有調整空間，而調整過後，股價有望
重新向上。相對於造車新勢力，比亞迪
（01211）、吉利（00175）的投資價值更
佳；若果吉利股價跌穿17元，投資值博率會
開始淨現。吉利昨日股價跌8.1%，報17.5
元；比亞迪股價跌4.9%，報315元。



中銀力拓跨境人幣業務
理財通南向逾九成新客

遠展多賺逾倍 看好港樓市商機
金額

變幅

收益

58.96億元

▼0.8%

經調整收益

71.39億元

20.1%

13億元

經調整現金溢利

14.25億元

基本每股盈利

54.1港仙

末期股息

16港仙

139.4%
126.2%
136.2%
6.7%

▼

股東應佔溢利

▼

分項

▼

提及近期美國大幅加息，邱達昌料美聯儲
再加息2至3次，幅度可能達1至1.5厘。但由於
目前香港仍處於極低利率環境，他不認為加息
會對樓價帶來太大影響，反而擔心由於港元與
美元掛鈎，在美國強勁的通脹影響下，可能會
推動樓價上升。
遠展董事總經理孔祥達亦補充，目前利率
仍遠低於過去的平均水平，相信供樓仍然抵過
租樓，而且買樓可以抗通脹，相信即使加息
後，市民仍然會繼續買樓，對樓價起到支持。
過去兩年環球經濟均受到疫情影響，但遠
東發展旗下酒店多改做隔離酒店，近兩年沒有
錄得虧損，且近期環球多個國家開放通關，酒
店業務出現大幅反彈。邱達昌直指自己早前前

遠展2022財年業績摘要

▼

邱達昌︰加息對樓價影響不大

往新加坡，該國入境毋須隔離，搶去香港很多
生意。他希望特區政府可以盡快仿效外國通
關，或減少隔離日數，憑藉香港靈活、自由的
環境，相信旅客很快會回頭。
展望未來，邱達昌稱集團旗下酒店希望服
務港人，在港人喜愛的旅遊熱點發展，除了目
前的英國、澳洲、新加坡等國外，也會考慮在
日本、法國等地尋找投資機會。
賣樓方面，遠東發展目前有約167億元已
售未入賬金額，孔祥達稱可確保未來數年營業
額，而截至今年3月底，集團可供銷售貨值約達
660億元，料足夠未來7至8年發展。對於近期
有不少內房企出售資產還債，孔祥達承認確實
有很多機會，但他亦笑說 「好項目已經賣晒，
剩下來的不容易賣。」 他又強調，香港仍然是
具吸引的市場，而且剛需強勁，新樓消化力
高，未來集團會繼續在港尋找投資機會。

▼

【大公報訊】遠東發展（00035）過去財
年純利按年增139.4%至13億元，派末期股息
16港仙，另為慶祝上市50周年，每十股送一股
紅股。遠展主席兼行政總裁邱達昌相信，新一
屆特區政府不再奉行高地價政策，並增加土地
供應，讓更多市民可以買樓，也對集團這類中
型地產商帶來很大商機。
邱達昌於業績會上表示，由於樓價高企，
如果本港樓價再升就不健康，未來社會要平穩
發展，一定要增加供應。因此，他相信新一屆
特區政府不會繼續高地價政策，並會增加土地
供應，讓更多市民可以買樓， 「這樣社會才會
穩定，大家開心」 。

大公報記者整理

邱達昌言論重點
樓市
•本港樓價再升不健康，社會要平穩發展，
一定要增加供應
•特區政府推出更多土地供應，對中型地產
商帶來很大商機
•相信新一屆特區政府不會繼續高地價政策

•加息料對樓價影響有限，但港元與美元掛
鈎，或推動本港樓價上升

酒店
•集團旗下酒店業務反彈好快

•香港優點是靈活，如果能夠保持這些優
勢，旅客一定會回頭
▲遠東發展董事總經理孔祥達（右）及首席財
務總監兼公司秘書張偉雄（左）。

•未來會考慮拓展日本、法國等地的酒店市
場
大公報記者整理

向兩執董授澳英按揭生意購買權 涉2860萬
【 大 公 報 訊 】 遠 展 宣 布 ， 旗 下 FEC
Capital按每股9.18澳元（約49.6港元），向兩
名執董孔祥達及邱詠筠授出購買權，分別向兩
人轉讓所持有的約45.8萬股及11.4萬股BC
Group的股份，佔BC Group已發行股份總數約

2%及0.5%。認購價較BC Group於3月底的資
產淨值約4.77澳元（25.8港元）高約92%。
轉讓相關BC Group股份總代價約525萬澳
元（約2860萬港元），集團預計可錄得約390
萬澳元（約2125.5萬港元）收益，有關款項將

用作集團的一般營運資金。BC Group主要從
事向澳洲及英國住宅市場的買家提供第一按揭
貸款解決方案，及從事資產管理業務。孔祥達
為遠東發展董事總經理，而邱詠筠則為主席兼
行政總裁邱達昌的女兒。

【大公報訊】中銀香港（02388）積極拓展跨境
人民幣業務，副總裁龔楊恩慈於昨日舉行的股東大會
上表示，該行於跨境理財通上領先市場，現時南向通
逾九成屬新客戶，北向通則有一半客戶以自身人民幣
資金投資，餘下一半則兌換人民幣，利好該行外匯業
務。她指，中銀未來會探索金融科技模式，為兩地通
關做好準備。
離岸人民幣業務方面，副總裁袁樹表示，受疫情
反覆、地緣政治及美元指數不斷走強影響，人民幣匯
率在4月一度回落，但隨着人民銀行下調金融機構外匯
存款準備金率，投資者信心逐步回穩。他指出，目前
離岸人民幣兌美元仍有貶值情況，但兌一籃子貨幣仍
平穩，離岸人民幣業務發展形勢穩定健康。
長遠而言，他認為，內地金融市場對外穩步開
放，人民幣資產對境外投資者仍有較強吸引力，加上
內地經濟長期向好基本面不變，政策調控工具充足，
預計人民幣匯率將在合理均衡基礎上保持穩定，彈性
增強。
去年銀行業面對較大挑戰，被問到今年業務及撥
備情況時，財務總監劉承鋼表示，隨着今年疫情逐步
受控，市場進入加息周期，為銀行業盈利恢復帶來空
間，中銀首季核心盈利穩中向好，下半年會把握市場
利率回升及經濟恢復的有利形勢。風險總監蔣昕指，
下半年會密切關注客戶財務狀況及信貸質量變化，特
別是受疫情嚴重影響的行業及地區，加強風險管理，
有信心不良貸款率維持於市場較好水平，並強調撥備
充足。
至於派息政
策，劉 承 鋼 表
示，該行股息
政策穩健，派
息 比 率 保 持
40% 至 60% 之
間 ， 會平衡股
東訴求、外圍環
境及風險變化、
銀行盈利水平及
長期發展、監管 ▲中銀於跨境理財通業務領先市
等因素。
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