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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市 热门股票大波动股票（+／-）股市 海指成份股波动
名称	 成交量	 闭市	 起落

('000)	 (分)		 (分)

毅之安	 152853	 5.4	 +.2
云顶新加坡	 38259	 110	 +1
QT	Vascular	$	 34605	 0.7	 -
扬子江船业	 30813	 140	 -2
Rex国际$	 30226	 9.4	 -
金光农业资源	 28602	 25.5	 -
新开集团	$	 23710	 1.2	 +.2
永科	 22776	 97.5	 -1.5
Kris能源	 21805	 8.6	 +.1
凯德商务产业信托	 21565	 188	 -
新电信	 20022	 302	 +1
腾飞瑞资	 18222	 274	 +2
和记港口信托*	 17719	 25	 -.5
丰树物流信托	 16014	 137	 +1
尼尔金属	 15278	 0.6	 +.2
康盛医疗	 14965	 7.8	 -.1
新达信托	 14848	 193	 +4
印度联通保健信托	 14293	 3	 -.2
中华食品工业	 14140	 6.5	 +.6
Spackman娱乐$	 14103	 2.7	 -.1
凯德集团	 13143	 333	 +3
丰树北亚信托	 12982	 128	 +4
瑞丰^	 12208	 0.6	 -
泰国酿酒	 11984	 73	 -
凯德商用新加坡信托	 11920	 240	 +4
澳洲集团^	 11708	 3.5	 -
丰树商业信托	 11358	 176	 +1
力宝商产信托	 11275	 24	 +.5
康福德高企业	 10356	 233	 +5
银湖寰宇	 8825	 48.5	 +1.5

美国道琼斯工商指数	 1/30	 24579.96	 +434.9
纳斯达克指数	 1/30	 7028.29	+154.789
标准普尔指数	 1/30	 2640.00	 +41.05
伦敦金融时报指数	 1/30	 6941.63	 +107.7
吉隆坡综合指数	 1/31	 1683.53	 -0.58
东京日经指数	 1/31	 20773.49	 +216.95
澳洲全普通股指数	 1/31	 5937.285	 -13.915
香港恒生指数	 1/31	 27942.47	 +299.62
台湾证交所加权指数	 1/30	 9932.26	 +0.67
上海综合指数	 1/31	 2584.57	 +8.997
深圳综合指数	 1/31	 1274.74	 -8.965
新加坡海指（期货）	 1/31	 3189.00	 +17

指数	 	日期	 			闭市		 	起落

1澳元	 0.9943		 0.9630	
1欧元	 1.5654		 1.5279	
1英镑	 1.7868		 1.7451	
1新西兰元	 0.9443		 0.9149	
1美元	 1.3579		 1.3347	
100中国人民币	 20.33		 19.80	
100香港元	 17.418		 16.975	
100日元	 1.2565		 1.2260	
100印尼盾	 0.0099		 -
100菲律宾比索	 2.60		 -
100泰铢	 4.38		 4.23	
100令吉	 32.88		 32.85	
100新台币	 4.44		 -

综合报价	 卖出	 买入 名称	 成交量	 闭市	 起落
('000)	 (分)		 (分)

腾飞瑞资	 18222	 274	 +2
凯德商务产业信托	 21565	 188	 --
凯德集团	 13143	 333	 +3
凯德商用新加坡信托	 11920	 240	 +4
城市发展	 2626	 919	 +16
康福德高	 10356	 233	 +5
牛奶公司	 1035	 903	 -17
星展集团控股	 5573	 2392	 -2
云顶新加坡	 38259	 110	 +1
金光农业资源	 28602	 25.5	 --
香港置地*	 2346	 717	 +8
和记港口信托*	 17719	 25	 -0.5
怡和合发	 294	 3777	 -31
怡和控股*	 289	 6682	 +95
怡和策略*	 316	 3828	+118
吉宝企业	 4008	 610	 +3
华侨银行	 7507	 1151	 +12
新翔集团	 2747	 484	 +2
胜科工业	 4497	 259	 +2
新航	 1731	 965	 -1
新交所	 4413	 764	 -1
报业控股	 4355	 251	 +5
新科工程	 6187	 372	 +6
新电信	 20022	 302	 +1
泰国酿酒	 11984	 73	 --
大华银行	 3429	 2519	 -11
华业集团	 1784	 664	 +8
创业公司	 1724	 1626	 -4
丰益国际	 5722	 333	 +2
扬子江船业	 30813	 140	 -2

名称	 闭市(分)	起落(分)

怡和策略*	 3828	 +118
怡和控股*	 6682	 +95
城市发展	 919	 +16
华侨银行	 1151	 +12
IS亚洲HYG*	 1016	 +11
香港置地*	 717	 +8
华业集团	 664	 +8
联昌亚细安基金*	 998	 +8
SEVAK^	 377	 +7
新科工程	 372	 +6
旅店置业	 377	 +6
IS亚洲基金*	 1035	 +6
康福德高企业	 233	 +5
报业控股	 251	 +5
布鲁克康普顿	 84.5	 +4.5

黄金基金10*	 12372	 -103
上海动力发展	 90	 -63
怡和合发	 3777	 -31
置富产业信托#	 956	 -18
牛奶公司*	 903	 -17
大东方控股	 2615	 -16
泛洋	 555	 -14
大华银行	 2519	 -11
全美世界	 267	 -7
万国	 561	 -5
IS亚洲HYG	 1365	 -5
创业公司	 1626	 -4
新捷运	 290	 -4
吉宝KBS	REIT*	 66.5	 -3
BRC亚洲	 118	 -3

股票行情：stock.zaobao.com.sg　 　 更多财经新闻：zaobao.sg/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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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股票于2012年12月4日下跌至7.75元，随即于其每
日，每周及每月一杆图以“转向”信号进入三大波升势。
2013年9月25日股价上升至14.22元完成了A大波，旋回扯至
同年10月29日的9.99元，此为B大波。2015年6月12日股价
上升至33.15元，并于其每月一杆图以“主要转向”信号结
束了C大波，遂进入五波跌势。同年8月25日股价下探15.88
元完成了第（1）波，过后回扯至同年12月9日的27.00元
结束了第（2）波，随后进入具五细波的第（3）波跌势。
2016年2月29日股价下跌至15.66元完成了（I）细波，同年
4月13日股价回扯至19.63元结束了（II）细波。截至2018
年10月16日股价已经下跌至10.06元，估计此为（III）细
波。短期回扯，股价当向上填补介于14.39元与14.50元及介
于15.27元与15.30元的缺口，且可能升试17.68元的阻力线
后，才重返跌势。02/05/2017 30/01/2019

注：令吉汇率来自彭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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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盛顿综合电）美国联
邦储备委员会周三转变政策立
场 ， 表 示 对 加 息 行 动 将 保 持
“耐心”。
　　这与12月展现的加息立场
相比，出现了明显转变。
　　联储局主席鲍威尔（Jerome 
Powell）指出，美国经济前景不
确定性上升，加息的理据已经
“减弱”，声明中也少了“进
一步逐步加息”的承诺。
　 　 对 于 正 在 进 行 的 缩 表 行
动，联储局也采取了更为鸽派
的立场，表示准备根据经济和

金融市场的发展，相应调整计
划。
　　鲍威尔在联储局为期两天
的 政 策 会 议 结 束 后 对 记 者 表
示，当局可能会提前停止缩减
其4.1万亿美元资产负债表规
模，使其持有的资产规模超过
先前的预期。
　　他说：“目前的形势要求
我们保持耐心。”
　　巴克莱首席美国经济学家
加蓬（Michael Gapen）说，市场
将信号解读为联储局已经完成
了加息周期。

中南传媒601098.SS
（沪A股-人民币为单位）

改变政策立场
联储局对加息将保持“耐心”

　 　 淡 马 锡 控 股 全 资 子 公 司
Accuron Technologies将分拆
旗下的生物科技企业Accuron
MedTech集团（简称AMT）。
　　AMT是东南亚最大型的医
药器材公司，将成为垂直一体
化的领先泌尿科企业。
　　分拆后，AMT将是由淡马
锡直接持有的公司。这项举措
将让AMT领导团队能够更好地
专注于国际生物科技领域的增
长和投资机会。分拆过程预料

在今年3月完成。
　　Accuron Technologies主席杨
烈国说：“分拆让AMT能更灵
活地管理业务，把自己置身于
更强大的平台，以取得可持续
性的增长和将科技商业化。”
　 　 如 此 一 来 ，A c c u r o n
Technologies也能把资源放在追寻
宇航与工业业务方面的机会。
　　过去三年，AMT通过推出新
产品如Delta III，以及进行超过10
项收购，取得30％的营收增长。

大华银行（UOB）
建议：买入
目标价：30.50元
闭市价：25.19元（-0.43％）
　　银行的低成本活期与储蓄
账户基础，应有助支持银行今
年的净利息收益率（NIM）。
我们预测，银行今年的NIM比
去年增加六个基点，2020年上
升至1.93％。
　　持续投资科技和自动化，
应该会开始为银行作出贡献，
其成本收入比率（cost to income 
ratio）估计将从2018年的43.5％
下滑至2020年的42.8％。
　　加上银行业务遍布东南亚
市场，且高度整合，我们估计银
行的股本回报率将从2017年的
9.7％上升至2020年的11.3％。

（马来亚银行金英证券）

评股论经

淡马锡子公司Accuron Tech
将分拆旗下生物科技企业AMT

陈爱薇　报道
tangaw@sph.com.sg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但仍处
在增长势头，因此仍有商机，关
键是找到对的领域。
　 　 新 加 坡 工 商 联 合 总 会
（SBF）昨天举办的2019年商业
展望研讨会上，多名专家和商家
分享了到中国经商的建议和心
得。
　　主讲嘉宾之一的联昌国际私
人银行经济师宋生文，谈到当前
的整体经济局势。他说：“虽然
经济放缓，而且有衰退的风险，

但应该不会这么快发生。经济放
缓不代表没有机会，以14亿人口
的中国为例，怎么说商机还是比
新加坡来得多。”
　　他说，中国去年第四季表现
受美国贸易纠纷影响，接下来几
个季度的经济增长也预料会放
缓。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一整年的基础建设和庆
祝活动会提供就业机会。决策者
也会继续推展可支持持续性工作
增长的政策，以及通过显著的财
政和货币政策来支持当地消费。
　　因此，他认为本地商家仍可

在当地觅得商机，只是要找到对
的经济增长推动力来源。举例来
说，中国整体汽车销售量虽然下
跌，但细看数据，绿色能源汽车
销量其实是提高的。
　　另一名主讲人美国经济咨商
局（The Conference Board）高级副
总裁及中国经济与企业研究中心
主任霍道伟（David Hoffman）。
他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也谈
到，中国在支援创意方面的策略
和资源配置，是有意进军这些领
域的商家要考虑的因素之一。再
以绿色能源汽车为例，在美国只有
少数起步企业从事这方面的开发，
但在中国因为政府的大力支持，参
与开发的起步企业有数百家。
　　霍道伟认为，行业的创意未能
海纳百川，进而影响生产力表现，
是中国经济放缓的部分原因。

　　他也提到，除了中国，全球
经济也面对生产力增长疲弱、增
值转型速度缓慢、财富增速缓慢
和财富不均扩大等趋势。数码科
技的颠覆是造成这些趋势的原因
之一，但不一定是坏事。通过数
码转型、科技突破和结构改革，
将能够带动经济增长。
　　大华银行环球业务发展董事
经理林文国也在研讨会上分享
道，早年中国商家向到当地发展
的新加坡商家取经，但如今它们
已采纳新科技，甚至已超越本地
商家。因此，他建议本地商家应
重点投资在研究和开发，不能只
是顾着行销。其次，和有能力领
航者一起进军当地市场，如价值
供应链者。第三是采纳数码化。
此外，他也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具
有巨大发展潜能。

研讨会：经济虽放缓增长势头不变

找对领域投资中国仍有商机

王阳发　报道
ongyh@sph.com.sg　

　　金融业正值快速变化的时
期，它需要良好的科学和科技以
便提供更好的服务，但要永远
记住——科技始终是要为人类服
务，为了改善大家的生活。
　　国家发展部长兼财政部第二
部长黄循财昨日为将设在南洋理
工大学（NTU）的一个金融科技
研究中心主持推展仪式，并在演
讲时提到了业者始终应该牢记的
原则。
　 　 南 大 与 中 国 首 家 数 码 银
行——微众银行（WeBank）合作
设立的金融科技联合研究中心，
旨在帮助银行客户随时随地获得
个人化银行服务。
　　黄循财指出，科技正在颠覆
着金融服务业的各种功能，20年
后的金融活动和今天的方式肯定
很不一样。“但是要发挥最大潜
能，我们需要有良好的科学和科
技。我们也需要强大的研发能力
以便不断前进并推动知识边界。
因此我们很高兴南大和微众银行
进行这个合作。”

　　他说：“虽然我们专注于科
技，而这是个研发合作，我们不
应忽略人性层面。我们必须始终
记住为什么要做这些事，它不只
是追求科技，也不只是要发展业

务和取得最大盈利，它最终是
要为人类服务，要确保顾客获得
更好的服务以便他们有更好的生
活。”
　　他表示，相信整个金融业都

非常注意这点。金融服务终究是
要建立于信任，是要建立长期的
关系，不只是要达成交易。
　　金融业的声誉在2009年环球
金融危机后受到打击，因为其公
正与透明度受到损害。他说：
“金融业正在致力使公众对它
有更好的信任和信心。事实上，
金融危机10年后，许多东西已改
变。我希望这个在本地进行的研
究合作，将帮助金融业为顾客提
供更好的方案，并且改善顾客信
心和对金融的信任。”
　　根据研究中心合作双方的联
合文告，虽然多数银行服务可以
上网进行，但一些服务例如申
请大数额贷款和财富管理咨询
服务，仍然需要面对面完成。因
此，研究中心的首要研究目标是
把机器生成的个人化金融资讯内
容和服务带给用户，包括让广大
民众都能够获得包括财富管理咨
询服务，以及新式的数码金融服
务。
　　这个五年的伙伴关系将集合
来自南大和微众银行的35名研究
科学家和工程师进行各项合作。

联昌国际私人银行经济师宋生文谈到当前的整体经济局
势时说：“虽然经济放缓，而且有衰退的风险，但应该
不会这么快发生。经济放缓不代表没有机会，以14亿人
口的中国为例，怎么说商机还是比新加坡来得多。”

黄循财：金融科技最终目的是改善人类生活

黄循财（左一）在仪式上听取关于物联网科技应用的讲解。
（南洋理工大学提供）

吕爱丽　报道
oilailai@sph.com.sg

　　美国联邦储备局暗示暂缓加
息，本地股市终止三连跌，昨天
涨0.50％或15.79点。
　　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昨天闭
市报3190.17点。全场成交量约13
亿8000万股，交易值约13亿3000
万元，上升股228只，下跌股162
只。
　　海指于1月份上涨了3.96％。
　　KGI证劵（新加坡）分析师
黄感恩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
说，本地股市和全球股市一同因
联储局的鸽派言论而上扬。
　　联储局于今年的第一次会议
中，维持基准利率不变，符合市
场预期。市场没料到的是，联储
局一改过去“进一步缓慢加息”
立场，表示将耐心观察全球经济
和金融发展，再行调整。

　　尽管市场情绪明显好转，黄
感恩却认为风险回报比率不合
理，建议投资者逢高卖出（sell 
into strength），减持股票。
　　股票经纪何思踊受访时则
说，海指成份股短期内上涨空间
有限。他反而留意到新交所富时
海峡时报小型股指数（FTSE ST 
Small Cap Index）已经形成“双
底”（double bottom），认为投
资者可以考虑基本面良好的小型
股。
　　昨天大部分海指成份股收高，
怡和策略（Jardine Strategic）领
涨，闭市报38.28美元，涨3.18％。
　　个股消息，日本食品控股
（Japan Foods Holding）截至去年
底的2019财年第三季净利同比减
少51.3％至120万元，每股盈利
报0.70分；营收同比减少6.3％至
1750万元。

　　集团首九个月的净利报280
万元，同比减少42％，每股盈
利1.61分；营收同比减少1.7％至
5080万元。集团闭市报44分，跌
2.22％。
　　传慎控股（Tuan Sing）截至
去年底的2018财年第四季净利
同比增加140％至1亿1950万元，
全年同比增加115％至1亿3440万
元。第四季的每股盈利报10分，
全年报11.3分。

集团董事会建议派发每股0.6
分的终期股息以及每股0.3分的特
别股息，派息日是6月26日。集团
闭市报39.5分，跌1.25％。
　 　 无 招 牌 海 鲜 餐 饮 （ N o 
Signboard Holdings）昨天上午因
股价异常波动遭新加坡交易所质
询。公司随后要求暂停交易。暂
停交易前，公司的股价是15分，
涨23.97％。

　　尼尔金属（Nico Steel）预期需
求增加，将电镀（electroplating）产
能扩大120％，专卖金属合金的产
量因而达到每月44公吨。集团闭
市报0.6分，涨50％。
　 　 明 策 集 团 （ C l e a r b r i d g e 
Health）发行1100万元的可转换
债券，每年票息率7％。在三年
期限里，投资者可以每股28分将
债券转换成股票。假设所有债券
转换成股票，约等于公司扩大股
本之后的7.4％。集团闭市报15.7
分，跌1.87％。
　　联邦国际（2000）（Federal 
International）和新兴重型机械（Sin 
Heng Heavy Machinery）双双发布盈
利预警。两家公司都预测2018财年
会出现净亏损。联邦国际（2000）
闭市报23.5分，跌2.08％；新兴重型
机械于11日闭市报35分。
　　亚斯达卡（Astaka） 发布盈

利预警，预测截至去年底的2019
财年第二季出现净亏损。 集团于
17日闭市报8.4分。

新交所监管公司提醒投资者 
谨慎交易Sevak股票
　 　 新 加 坡 交 易 所 监 管 公 司
（SGX RegCo）提醒投资者，谨
慎交易Sevak股票。
　　监管公司指出，该股于去年
9月17日至10月19日，上涨了61％
至4.05元。
　　监管公司留意到，那段期
间，股票回购贡献该股超过70％
的交易量。
　　10月22日至今年1月25日，
Sevak停止回购股票之后，一组客
户占了买入交易量的七成，而且
这组客户之间似乎互有关联。
　　监管公司正审查Sevak的股票
交易，并将采取必要的行动。

联储局暗示暂缓加息　海指终止三连跌

　　本地银行和信用卡发行商
已获准延至今年6月底推行“保
护电子付款用户指导原则”。
　 　 新 加 坡 金 融 管 理 局
（MAS）昨日的文告说，金管
局将让银行和信用卡发行商有
更多时间采纳这个“保护电子
付款用户指导原则”（下称指
导原则）。这个指导原则是于去
年9月发布，原定在昨日生效。
　　文告说，银行已向金管局
要求给予更多时间推行这个指
导原则，这是鉴于要所有产品
都部署这个把交易通知顾客的
标准，所涉及的规模以及系统
更改的复杂性。
　　该指导原则旨在于三方面
确立标准：一、确立金融机构

和用户在安全电子付款交易的
责任；二、简化用户把钱发给不
对的收款者时的错误解决流程；
三、确立金融机构与用户在未获
授权交易应分摊的债务。
　　与此同时，金管局鼓励消
费者在用转账卡／信用卡进行
付款、资金转移以及提取现金
等交易方面，允许银行提供通
知警报。
　　消费者可以参考银行的网
站 ， 了 解 必 要 时 如 何 通 知 银
行。消费者应该密切留意这些
通知警报，并即刻向银行报告
这类未经授权的交易，以便银
行可以跟进。消费者在用电子
付款时，也应继续有良好的互
联网安全行为。

银行与信用卡商获准延至6月底
推行“保护电子付款用户指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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