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十金股去年4月以来表现

制表：张枕河 数据来源：

wind

高盛预计日本央行6月再推宽松政策

□本报记者 张枕河

投资者目前对日本央行3月中旬再次推行

宽松政策的预期不断升温，但高盛集团在18日

发布的最新报告中指出， 日央行3月追加宽松

措施的门槛很高， 可能要等到6月份再采取宽

松行动。

高盛认为，在1月29日采取负利率之后，日

本央行进一步宽松面临许多障碍。 与此前持续

实施的量化与质化宽松(QQE)不同，市场担忧

负利率政策如果加码将导致存款利率下降，进

而影响到普通民众。因此至少到目前为止，市场

一直倾向于将其视为一项或多或少不受欢迎的

政策。尽管负利率对公众也有好处，比如降低抵

押贷款利率，但在最初的困惑阶段，公众将会主

要关注其负面效应。

高盛强调， 尽管日本央行和金融机构目前

排除对居民存款实施负利率， 但如果未来负利

率幅度不断扩大， 其结果的不确定性将引发巨

大担忧。高盛分析师表示，现在很难预测日本央

行下一步的行动， 但预计日本央行6月份宽松

概率更大。 日本央行可能会在实际物价趋势开

始下降的时候采取行动，6月或是较为适当的

时点。

安全带问题发酵 丰田全球召回287万辆汽车

□本报记者 吴心韬

丰田汽车18日宣布， 将在全球范围内召

回287万辆汽车，原因是这些汽车在发生碰撞

事故时， 其安全带可能会被座椅垫金属框架

损坏。

丰田表示， 此次全球召回覆盖2005年7月

至2014年8月生产的RAV4运动型多功能车

（SUV）车型，以及2005年10月至2016年1月

生产并在日本销售的Vanguard� SUV车型。

从地区和市场上看， 丰田美国公司已在

北美宣布召回130万辆问题汽车， 丰田也已

在欧洲、 中国、 日本和其他地区分别宣布召

回的62.5万辆、43.4万辆、17.7万辆和30.7万

辆汽车。

这家全球最大的汽车生产商表示， 将在所

有受影响车辆的座椅垫金属框架上安装树脂

套， 以防发生碰撞事故时出现的金属部件切断

安全带的情形。据悉，此前丰田曾收到两起后座

安全带因车辆碰撞被切断的报告。

负利率潮起 美联储加息难独行

□本报记者 杨博

美联储于北京时间周四凌晨公布的

1

月会议

纪要显示，由于担心近期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动

荡给美国经济带来下行风险，决策层对继续加息

的态度更加谨慎。 在欧日等重要经济体央行纷纷

加入负利率阵营后，美联储在货币政策上面临更

大的外部压力，加息征程恐生变数。

一方面，今年以来全球金融市场风声鹤唳，

股市大幅走低，油价跌跌不休，全球经济重返衰

退的警告声不绝于耳。 自去年

12

月宣布首次加

息以来， 美国一些重要经济数据的表现趋于疲

软， 去年第四季度美国实际

GDP

年化环比增幅

仅为

0.7%

，不及预期。 面对海外经济增速下滑

和金融市场动荡的风险， 美联储不得不重新考

虑收紧货币政策的合理性。

另一方面，越来越多央行加入负利率阵营，

给美联储政策带来新的压力。 近日，瑞典央行意

外将回购利率从

-0.35%

进一步下调至

-0.50%

，

隔夜存款和隔夜借贷利率同步下调

15

基点，分

别至

-1.25%

和

0.25%

。 此前的

1

月底，日本央行刚

刚宣布将超额准备金利率下调至负值。 至此，全

球已有包括瑞典、瑞士、丹麦、欧元区和日本在

内的多家央行实施负利率政策。

多国央行的负利率举措显示对全球经济增

长前景的低迷预期， 这使得金融市场愈发动荡

不安。 如果美国货币政策与主要经济体继续背

道而驰，很可能进一步迫使美元升值，从而令通

胀承压，并加大对出口的冲击。在负利率潮蔓延

的背景下，美联储很难独自加息。

眼下市场对美联储今年内再次加息的预期

已经非常低。芝商所联邦基金期货价格显示，交

易商预计美联储

3

月再加息的概率仅为

6%

，年

底前再加息的概率仅为

33%

。

然而， 加息路径遇阻并不意味着美联储可

能迅速掉转车头，重新放宽货币政策。 此前美联

储主席耶伦在国会作证时表示如果需要更多宽

松政策，美联储会研究负利率。 一些市场人士因

而预期美联储可能步其他央行后尘， 加入负利

率阵营。 事实上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极低。 首

先，在就业市场强劲复苏的支撑下，美国通胀率

有望保持在温和上升的轨道上，“渐进式” 加息

仍符合美国当前的经济现状。 其次，即便出现新

的风险因素迫使美联储重返宽松， 其仍有诸多

政策工具可选，包括降息、再次进行扭转操作甚

至资产购买等。 第三，负利率是极具争议的货币

政策工具，相比于资产购买更为激进，其给金融

系统带来的复杂后果还很难全面预测， 美联储

对此必然持高度谨慎的态度。

目前来看， 美联储现阶段最可能选择的政

策路径就是按兵不动， 继续强调对经济数据的

依赖性，密切关注市场进展，与市场进行充分沟

通，引导市场预期。 如果金融环境进一步恶化，

美联储甚至可能会明确释放出无限期推迟加息

的信号。

香港运输及房屋局局长：

无意放宽楼市调控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张炳良

18日表示，私人住宅楼价有下调迹象，但政府

无意放宽对楼市的调控。

特区立法会18日继续辩论《施政报告》致

谢议案，张炳良在发言时表示，房屋是香港当

前首要的民生问题，亦是本届政府施政的重中

之重。

他表示， 政府推出的多轮需求管理措施

（俗称“辣招” ）有助于抑制楼市亢奋。 虽然近

期私人楼价和租金有明显下调的迹象， 但房屋

供求仍然失衡，因此政府现阶段无意“减辣”或

“撤招” 。 但他同时表示，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

楼市动向和外围形势的变化。

张炳良还表示，经过努力，香港在公营

房屋建设方面已逐年取得稳步进展，但也需

要承认，目前的建屋量和速度仍落后于实际

需求。

据介绍， 现时公屋一般申请者的最新首

次配屋平均轮候时间已超过房屋委员会工作

目标的3年，去年底达3.7年。 张炳良说，明白

市民等待编配公屋的焦急心情， 但认为应该

仍然坚持继续以3年为目标，使房委会、政府

相关部门和社会可共同努力物色更多土地去

发展公屋。

张炳良表示， 政府在改划土地兴建公营房

屋时遇到司法挑战， 呼吁各界以长远房屋需求

为先。（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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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手机上季市场份额缩水

□本报记者 杨博

市场研究机构Gartner发布的最新报告显

示， 去年第四季度全球智能手机销售同比增长

9.7%，至4.03亿部，创2008年以来最低增速。 其

中，苹果iPhone销量出现上市以来首次同比下

滑，市场份额同步缩水。

报告显示， 三星智能手机去年第四季度销

量达到8343万部，同比增长14.2%，市场份额从

前一年同期的19.9%升至20.7%， 坐稳全球市占

率冠军宝座。相比之下，苹果iPhone同期销量下

滑4.4%至7153万部， 市场份额从前一年同期的

20.4%下降至17.7%。

中国手机制造商华为、 联想和小米分列市

占率的三至五位。 其中华为手机销量同比大幅

增长53%， 创同期历史最高增幅， 市场份额从

5.7%升至8.0%；包括联想品牌和摩托罗拉品牌

在内的联想手机销量下滑17.6%， 市场份额从

6.6%下降至5.0%； 小米手机销量基本持平，市

场份额从5.1%下降至4.5%。

Gartner分析师认为，新兴市场的低成本智能

手机发展，以及消费者对高端智能手机的强劲需求

成为市场增长的驱动因素。中国本土品牌在新兴市

场实施的积极的中低端智能机定价策略，推动消费

者更快的进行产品升级换代。 相比之下，美元强势

对苹果造成了影响。目前的市场环境正刺激一些手

机生产商考虑在印度和印尼设立制造工厂，以避免

受到不确定的货币贬值和高进口税的影响。

庞巴迪将大裁员

□本报记者 吴心韬

加拿大飞机制造巨头庞巴迪日前在发布低

于市场预期的上季度业绩同时， 宣布将在未来

两年内裁员约7000人，约占公司总雇员人数的

10%。

数据显示， 庞巴迪去年第四季度营业收入

同比下滑16%至50.2亿美元， 低于市场预期中

值54.8亿美元； 其去年全年营收为182亿美元，

比2014年的201亿美元下跌9.6%。公司表示，业

绩下滑主要受C系列飞机开发项目进展缓慢的

影响。

庞巴迪说，公司将在加拿大、欧洲和美国三

个市场进行裁员， 这能够减少约2.5亿至3亿美

元的开支， 而节省下来的开支将用于其他领域

的招聘和支持C系列项目。

本周， 庞巴迪宣布从加拿大航空公司斩获

75架C300系列客机订单， 这是该公司自2014

年9月份以来首次宣布C系列飞机新订单。 根据

公司的订单价格表，此次交易价格38亿美元。

展望今年市场前景， 庞巴迪预计全年能够

实现165亿至175亿美元之间的营收，这低于市

场预计的181亿美元。

H股估值偏低

□邓体顺

今年伊始，对中国内地经济前景以及人民币贬

值的担忧拖累了投资者情绪，境外上市的中国股票

（H股）一度跌至2009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港

股恒生指数也一度跌至2012年6月以来的最低点

位。 在最近的市场调整之后，恒生指数市净率不到

1倍，已低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的水平，上次

见到这么低的估值还是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

境外上市的中国股票已超卖。 尽管估值重返

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的低谷， 但目前中国经济的基

本面远好于1998年。 这表明前期的市场大跌是不

合理的。

1998年时，中国内地的GDP增长率由前一年的

9.2%下降至7.8%。 相比之下，目前的GDP减速较为

温和， 预计2016年GDP同比增幅将从2015年的

6.9%降至6.2%。 同时，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也高达

3.3万亿美元， 较1998年的0.14万亿美元增长23倍。

此外， 经常账户盈余已从1998年的310亿美元增长

10倍至3500亿美元。 而且，1998年时利率还处于相

对高位。

从中国香港来看，1998年香港经济由前一年

的增长5.1%，大幅走软至负5.9%，但2016年其GDP

增长估计仅会由前一年的2.4%放缓至1.7%。 与内

地相似，香港的外汇储备从1998年的900亿美元增

至目前的3580亿美元。 与此同时，目前的利率水平

适中，与温和的通胀环境相一致。

虽然中国内地和香港债务/GDP比率仍相对较

高，可能会阻碍经济增长，但由于这两个市场外汇

储备相对于GDP比例仍在较高水平， 相关风险较

低。 然而，香港的复苏可能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由于

港元与美元挂钩，预计未来几年香港利率将跟随美

国利率上升，而这可能令资产价格承压。 尽管近期

人民币贬值， 但预期美元兑港元仍可维持在

7.75-7.85的联系汇率波动区间。

随着投资者情绪与市场基本面的背离愈来

愈明显，估值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视，过去一个月

来，H股大跌了14%，而与去年4月相比，回调幅

度更是深达40%。 MSCI中国指数目前的市盈率

与市净率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差不多，甚至

更低。 与其他亚洲股市相比，也有明显的折价。

中国内地正从依赖投资和出口的经济增长模

式转向消费和服务主导型经济。 服务业对GDP的贡

献超过了工业，2015年在整体经济中的占比超过

50%。在旧经济领域中的钢铁、水泥等基础设施建设

相关行业明显放缓之际，互联网、高端制造业、医疗

保健和旅游业等新经济领域保持强劲的增长步伐，

将有助于经济软着陆。 这种转型为新经济部门带来

了具吸引力的长期投资机会。

在香港市场中，我们看好电信板块以及具有

海外增长力的股票。 同时，受累于贷款利率可能

上升以及房地产价格下跌而深度折价的个股，

也是我们关注的目标。 同时建议投资者对冲港

元利率上升的风险。（作者为瑞银财富管理投资

总监办公室大中华区首席投资总监及首席中国

策略师）

去年4月底以来恒指跌逾35%

二十“金股” 逆市上扬 最高涨2倍

□

本报记者 张枕河

自去年4月底至今， 香港恒生指数

表现欠佳， 从28000余点一路下滑至

18000余点，累计跌幅超过35%。 然而其

中并非没有个股投资机会， 在此期间市

值超过100亿港元的港股股票中， 有20

只累计涨幅超过20%，其中更有5只累计

涨幅超过100%，如果投资者买入这些股

票将收获颇丰。 这些股票涉及到许多行

业，利好也不尽相同，但多数是受益于政

策或相关概念，业绩增长也较为强劲。

20金股逆市上涨

从2015年4月底至今，恒生指数表现

疲软， 从去年4月27日收盘点位28433点

一路下行至今年2月12日的18319点，下

跌超过10000点。最近几个交易日恒指出

现反弹，2月18日收盘点位为19363点。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多数股票与大盘

走势类似，出现较高幅度下跌，但也有一

些股票逆市上涨。Wind统计显示，在目前

市值超过100亿港元的个股中，从去年4月

27日至今， 中国新城市累计涨幅高达

206%，居于涨幅榜首位；中国集成控股，

累计上涨205%。 位居次席。 此外还有3只

股票涨幅超过100%， 它们分别是丰盛控

股，累计上涨174%；爪哇控股，累计上涨

166%；恒大健康，累计上涨110%。

除上述股票外， 还有十五只股票累

计涨幅在20%以上，均远好于大盘表现。

它们分别是中国9号健康、维珍妮、卓尔

发展、南海控股、百灵达国际控股、辉山

乳业、福寿园、IMAX� CHINA、新世界

中国、力高地产、盛京银行、港灯、德普科

技、瑞声科技以及博华太平洋。

利好因素各异

市场分析师表示，上述股票分属不同

行业，股价走强原因也不尽相同。 但总体

来看，或是有强劲业绩支撑，或是受益于

一些概念和政策支持。

以涨幅排名第二的中国集成控股为

例。该公司以制造雨伞为主业，其近期表

示， 已经拿下了迪士尼凯蒂猫的系列授

权，产品已经推向市场，并打入日本一些

大的便利商店。最近两年，在行业面较为

困难的大环境下， 中国集成控股每年业

绩均保持10%-20%的增长，为股价提供

支撑。

以墓园为主业的福寿园近年来在全

国多地积极拓展市场，并加快国际化和互

联网发展步伐。以奶制品为主业的辉山乳

业则很大程度受益于全面放开二孩政策。

育儿潮加剧无疑将扩大对相关奶制品的

需求。 资料显示，辉山乳业集团总部坐落

于沈阳， 辉山产品涵盖婴幼儿配方奶粉、

常温液奶、低温液奶等多个产品品类。

还有市场分析师表示， 今年股价表

现良好的股票中也有一些是股权高度集

中甚至被香港证监会频频提示风险的，

投资者也需保持谨慎， 这类股票如果缺

乏基本面支撑，可能会出现“涨幅越高、

未来跌幅越猛”的情况。

阿联酋

支持冻结原油产量协议

□本报记者 张枕河

阿联酋能源部长马兹鲁伊18日对媒体表

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成员与俄罗斯就

冻结原油产量达成一致， 阿联酋将对这一协议

表示支持。

马兹鲁伊表示，阿联酋相信，在目前供大于

求的情况下， 欧佩克与俄罗斯达成和确定的生

产水平将对稳定未来需求产生积极影响。 当前

的油价对各方来讲都是不合适的， 它将迫使产

油方重新确定生产水平。马兹鲁伊强调，阿联酋

的石油政策是开放的，始终与各方保持合作，其

中包括满足产油方的最高利益、平衡市场，该国

对未来仍抱乐观态度。

石油出口大国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委内

瑞拉和卡塔尔16日就冻结石油产量达成共识，

同意将石油产量冻结在今年1月的水平， 以支

持稳定全球石油市场。 但这一协议能否执行，

取决于其他主要产油国是否跟进。 17日，伊朗

表示支持产油国冻结产量，国际油价当日大幅

上涨。 伊朗石油部长赞加内表示，支持欧佩克

和非欧佩克产油国达成的冻结产量的方案，但

未表明伊朗是否会把石油产量冻结在今年1月

的水平。

标普下调多个产油国评级

□本报记者 杨博

评级机构标准普尔18日发布报告，下调沙

特阿拉伯、哈萨克斯坦、巴林、阿曼等产油国的

评级，并表示下调评级主要是担忧油价下跌令

这些国家债务违约的风险上升。 这是该机构在

一年内第二次大规模下调产油国评级。

标普将沙特阿拉伯主权信用评级下调两个

级距，从“A+”降至“A-” ，评级前景稳定，这是

近四个月以来标普第二次下调沙特的信用评

级；将巴林评级下调两个级距，从“BBB-”下调

至“BB” ，后者从而失去投资级评级；将阿曼的

评级下调两个级距至“BBB-” ，评级展望为稳

定； 将哈萨克斯坦的评级下调一个级距至

“BBB-” ，展望为负面。

标普在声明中表示， 考虑到对石油的高依

赖度， 油价下跌给沙特等国的财政和经济指标

带来“明显且持续的影响” 。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去年

4

月底以来涨幅（

%

）

总市值

（亿港元）

市盈率 市净率

2

月

18

日收盘价（港元）

1321.HK

中国新城市

206.3333 159.7 59.5447 2.8730 9.4800

1027.HK

中国集成控股

205.6492 217.5 450.2262 42.9196 1.4000

0607.HK

丰盛控股

174.2857 300.2 -59.9820 9.0766 1.9100

0251.HK

爪哇控股

166.6371 110.7 16.6736 0.8913 16.9000

0708.HK

恒大健康

110.8844 133.9 111.9414 23.3078 1.5100

0419.HK

中国

9

号健康

99.1885 141.7 -1,021.1104 6.0723 1.0400

2199.HK

维珍妮

88.3077 149.8 37.1239 11.4559 12.1400

2098.HK

卓尔发展

88.0672 176.2 8.1300 1.6403 1.6200

0680.HK

南海控股

87.8505 137.9 -23.1708 4.3880 0.2010

2326.HK

百灵达国际控股

81.7619 129.4 153.6142 51.4168 0.6300

6863.HK

辉山乳业

77.0551 393.4 38.3853 2.5352 2.9100

1448.HK

福寿园

45.6247 125.3 37.9857 4.6527 5.6300

1970.HK IMAX CHINA 43.3577 174.4 -44.3809 -53.0845 50.0000

0917.HK

新世界中国

42.9831 651.6 19.6700 1.0722 7.5100

1622.HK

力高地产

32.7130 101.7 16.0238 4.2023 5.7200

2066.HK

盛京银行

28.5272 672.4 8.6855 1.4019 10.7800

2638.HK

港灯

-SS 27.7942 574.3 17.9429 1.1841 6.4400

3823.HK

德普科技

26.3492 130.1 -56.7412 10.1801 2.0300

2018.HK

瑞声科技

25.5761 621.3 16.9881 5.0710 49.9500

1076.HK

博华太平洋

22.8866 209.5 -12.2730 29.8457 0.1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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