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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市 热门股票大波动股票（+／-）股市 海指成分股波动
名称	 成交量	 闭市	 起落
	 ('000)	 (分)		 (分)

康威医疗$ 72094 4.5 +.3
家居乐^ 70789 0.2 +.1
谦国际控股$ 60041 7.6 -.8
NetPac$ 50128 6.9 +.8
迅检$ 48718 2.8 -.1
欧圣^ 48358 1.2 +.1
Adventus $ 40454 1.6 +.2
皇冠$ 37427 7.6 +.5
来宝集团 30251 21 -
丰益国际 30158 362 +6
ISR资本 25433 2.5 -.2
金光农业资源 23191 38 +.5
泰国酿酒 21511 93.5 -.5
扬子江船业 20330 110 -.5
黑金天然资源$ 19813 10.1 +.7
墨丘利资本投资$ 18894 4.8 +.2
碧玉投资^ 18653 3.6 -
凯德商用新加坡信托 17875 193.5 +.5
毅之安 16485 35 -
天然煤矿集团 15980 31.5 +.5
新电信 14764 396 -
联盟矿产$ 14741 20 -.5
Spackman娱乐$ 14345 16.7 +.2
彩仕国际$ 13428 0.7 +.1
GSS能源 $ 13399 16.8 +.1
CPH $ 13369 0.8 -.1
创值科技 13218 4.2 -
和记港口信托* 12794 39.5 -1
圣诺娜$ 12696 4.4 +.1
普洛斯 12535 275 -1

美国道琼斯工商指数 3/14 20837.37 -44.11
自动报价指数 3/14 5856.82 -18.968
标准普尔指数 3/14 2365.45 -8.02
伦敦金融时报指数 3/14 7357.85 -9.23
吉隆坡综合指数 3/15 1717.36 -5.11
东京日经指数 3/15 19577.38 -32.12
澳洲全普通股指数 3/15 5813.684 +15.565
香港恒生指数 3/15 23792.85 -35.1
台湾证交所加权指数 3/15 9740.31 -3.9
上海综合指数 3/15 3241.76 +2.432
深圳综合指数 3/15 2026.76 -0.349
新加坡海指（期货） 3/15 3127.00 -

指数	 	日期	 			闭市		 	起落

1澳元 1.0918 1.0481
1欧元 1.5327 1.4717
1英镑 1.7557 1.686
1新西兰元 1.0004 0.9608
1美元 1.4405 1.3906
100中国人民币 21.03 20
100香港元 18.58 17.86
100日元 1.2581 1.2081
100印尼盾 0.011 0
100菲律宾比索 2.91 0
100泰铢 4.15 3.87
100令吉 31.78 31.74
100新台币 4.587 4.583

汇丰银行报价	 卖出	 买入 名称	 成交量	 闭市	 起落
	 ('000)	 (分)		 (分)

腾飞房地产信托 5332 247 -2
凯德商务产业信托 4153 154 +0.5
凯德集团 6919 365 -1
凯德商用新加坡信托 17875 193.5 +0.5
城市发展 4170 1023 -8
康福德高 11552 253 +2
星展集团控股 2965 1913 -6
云顶新加坡 11171 99 --
普洛斯 12535 275 -1
金光农业资源 23191 38 +0.5
香港置地* 2498 703 -3
和记港口信托* 12794 39.5 -1
怡和合发 266 4400 -40
怡和控股 232 6460 -73
吉宝企业 9713 663 +3
华侨银行 3647 965 +3
新翔集团 2748 489 -7
胜科工业 3825 316 +1
新航工程 117 368 -2
新航 1203 993 -8
新交所 2213 754 +1
报业控股 3463 352 +4
新科工程 2386 363 -4
新电信 14764 396 --
星和 7853 283 -2
泰国酿酒 21511 93.5 -0.5
大华银行 2262 2151 -3
华业集团 947 683 -4
丰益国际 30158 362 +6
扬子江船业 20330 110 -0.5

名称	 闭市(分)	起落(分)

泛洋 600 +20
德龙 68 +16
创业公司 1123 +15
大东方控股 2115 +12
陈唱国际3K # 250 +10
创新科技50 124.5 +9
S  i2i^ 253 +9
丰益国际 362 +6
Acromec$ 54 +5.5
益资源 195 +5
星展集团优先股# 10710 +5
报业控股 352 +4
全美世界 250 +4
向阳科技 157 +4
智慧控股 64 +4

怡和控股* 6460 -73
怡和合发 4400 -40
怡和策略* 3950 -15
置富产业信托# 840 -10
虎豹企业 990 -10
达阔水技术控股 44 -9
黄金基金10* 11463 -9
城市发展 1023 -8
K1创业 75.5 -8
新航 993 -8
香格里拉亚洲# 947 -8
新翔集团 489 -7
星展集团控股 1913 -6
新加坡铝企业 58 -5
凯发优先股10 997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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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只股票于2013年2月14日上升至0.095元，随即以三波缓缓
下滑。同年10月31日股价下探0.029元，完成了A波，旋向上回
扯。2014年1月2日股价上升至0.048元，并于该月每月一杆图以
“转向”信号结束了B波。2016年2月10日股价下探0.009元，且
于当天以“主要转向”信号完成了C波，同时逐步形成一个升势
“斜向交叉”。同年3月15日股价上升至0.017元，并于当天以
“转向”信号结束了左图中的第（二）点。同年10月5日股价回
扯至0.012元，又于其每月一杆图以“主要转向”信号完成了第
（三）点，接着上升至今年2月21日的0.023元，此为第（四）
点。估计短期回扯股价当向下填补介于0.016元与0.015元的缺口 
，以完成第（五）点后，重返升势，一旦突破位于0.028元及0.035
元的阻力线，股价将进入中期升势。

5/12/2012 14/03/2017

安杰德国际
Ntegrator INTL

王阳发　报道
ongyh@sph.com.sg

　　新加坡小型股指数今年来的
表现优于区域小型股。
　　根据新交所教育网站（My 
Gateway）的研究报告，富时海峡
时报小型股指数今年来总回报率
（total return）为4.8％，比起富
时日本以外发达亚太市场小型股
指数（FTSE Developed Asia Pacific 
Small Cap Ex Japan Index）同期的
2.4％，高出了一倍。
　　富时海峡时报小型股指数当
中有64只股，平均市值为5亿8000
万元，目前最大的十只成份股占
了指数的38％比重，全部都是来
自房地产行业。富时日本以外发

达亚太市场小型股指数的成份股
则多达600只。
　　若以过去12个月的表现，
富时海峡时报小型股指数（上
涨2.9％）也稍微优于富时日本
以外发达亚太市场小型股指数
（2.7％）。前者的五年表现，也
比后者高6.5％。
　　在富时海峡时报小型股指
数当中，今年来表现最佳的五
只是：全美世界（Best  Wor ld 
International）、天然煤矿集团
（Geo Energy Resources）、UMS
控股（UMS Holdings）、PEC集
团以及胜宝工业信托（Sabana 

Reit）。它们今年来股价涨幅介
于22.5％至83.6％。
　　富时海峡时报小型股指数
是在富时海峡时报大中型股指
数（FTSE ST Large & Mid Cap 
Index）的66只股之后，市值最大
64只股组成，其中有18只是房地
产股，不过，房地产股在小型股
指数的比重高达51％。
　　在这些房地产股当中，以房
地产投资信托为主，该指数因此
拥有5.1％的股息收益率，高于
平均。富时日本以外发达亚太市
场小型股指数的股息收益率为
2.7％。

　　仲量联行（JLL）一份研究
报告指出，规模中型的“新世界
城市”（New World Cities）已进
一步崛起，如今在商业房地产投
资方面超越了“六大市场（Big 
6）”：纽约、伦敦、巴黎、东
京、香港和新加坡。
　　所谓“新世界城市”，根据
仲量联行定义，是中型城市，人
口100万至500万，具有良好的基
础设施和吸引人的适宜居住性，
一般专攻高科技和高价值活动。
　　仲量联行昨天发布的报告
说，“新世界城市”当中的城
市，今年称霸仲量联行“投资
密集度指数（Investment Intensity 
Index）排行榜”前三十名。
　　这个指数是把某个城市在三
年间的直接商业房地产投资额与
其经济规模做比较。
　　该项研究覆盖世界150个主要
城市及它们在2014年至2016年的

直接商业房地产投资额（不包括
土地、住宅和房产项目交易）。
　　根据该报告，在过去十年
里，涵盖约40个城市的“新世界
城市”在环球房地产投资额的
占比，已从2006年的12％大增至
2016年的23％，超越了上述“六
大市场”的占比。此外，“新世
界城市”吸引越来越多的跨境投
资，全球占比已从十年前的14％
显著增加至五分之一，与“六大
市场”的占比旗鼓相当。
　　作为“新世界城市”之一
的挪威城市奥斯陆（Oslo）高
居该排行榜第一名。榜上超过
三分之二的城市是属于“新世
界城市”，包括排第三的慕尼
黑（Munich）、第四的爱丁堡
（Edinburgh）以及第五的硅谷
（Silicon Valley）。
　　“六大市场”当中，唯有新
加坡没进入该排行榜前三十名。

伦敦高居第二，纽约第九，巴黎
第11名。香港排在28名，东京排
第30名。
　　报告指出，虽然亚太城市是
世界增长最快速的房地产市场之
一，但在投资密集度方面，仍然
落后于欧美城市。不过，中国和
澳大利亚正在大步前进。
　　排名前三十的城市当中，只
有四个是亚太城市：悉尼（第
8）、墨尔本（16）、香港（28）
以及东京（30）。
　　上述结果意味着，虽然班加
罗尔、胡志明市以及上海等城市
的房地产市场正在快速发展，它
们在吸引投资方面，相对于它们
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而言，
仍然有增长的空间。
　 　 仲 量 联 行 亚 太 区 资 本 市
场 研 究 部 主 管 沃 特 斯 （ M e g a n 
Walters）说：“虽然如此，局势
正在转移。我们所看到的是，
房地产投资者正越来越注意发
展中城市，以满足他们多元化的
要求，估计目前至2020年，60％
的环球办公楼项目是来自新兴市
场。”

报告：总回报率4.8％

小型股表现优于区域
报 告 也 指 出 ， 若 以 过 去
1 2 个 月 的 表 现 ， 富 时 海
峡时报小型股指数（上涨
2 . 9％）也稍微优于富时
日本以外发达亚太市场小
型股指数（2.7％）。前者
的五年表现，也比后者高
6.5％。

　　女性企业家在商业领域的努
力以及对社会和社区的贡献有目

王阳发　报道
ongyh@sph.com.sg

　　本地股市周三继续微幅收
低，海峡时报指数昨日最后报
3137.43点，略跌0.19％或5.97
点。分析师指出，投资者继续
观望，等待昨晚出炉的更多关
于美国利率展望的信息。
　　昨日整体股市成交量22亿
6020万股，总值12亿零490万
元，稍微高于前天。上升股203
只，也比前天多，下跌股247
只。
　　美国联邦储备局在新加坡
时间今天凌晨约2时发布其利率
决定以及货币政策声明，市场
之前早已认定该局将在本周会
议上决定加息。
　　NRA资本研究主管刘锦树
接 受 《 联 合 早 报 》 访 问 时 表
示 ， 联 储 局 在 本 周 的 加 息 决
定，早已反映在股价当中，目
前投资者在等待的是接下来利
率走势展望。
　　他说：“投资者关注该局
是打算今年加息多两次还是三
次。如果加息多三次（包括3月
的加息2017年共加息四次），
那么到了今年底美国联邦基金
利率将达到1.75％。要是长期利
率维持不变，美国的短期和长
期利率的差距将在1个百分点以
内，这样的小差距对股市会有
什么影响？”

股市要显著上涨 
或需再等一个月
　　他认为，如果长期利率继
续在2.6％至2.7％，短期和长期
利率的差距小，将影响银行利
润，可能造成信贷情况过紧。
所以目前看来，若出现这样的
“小差距”情况，或许会对股
市不利。
　　他也指出，除了利率因素
之外，目前来说，股市要进一
步有较显著的上涨可能还需等
多一个月。本地股市已经涨了
两个半月，目前海峡指数的本

益比在13.5倍至14倍范围。而在
2008年至2017年这期间，海峡
指数的本益比很少超过14倍。
　 　 他 表 示 ， 海 指 可 能 需 要
等到2017年第一季的业绩出炉
后，如果业绩有改善，海指就
会进一步上涨。在目前至业绩
出炉期间，海指可能在一定的
范围内巩固。
　 　 油 气 股 和 商 品 股 昨 日 回
稳，包括丰益国际（Wilmar）、
吉宝企业（Keppel Corp）、金
光农业资源（Golden Agri）以
及胜科工业（SCI），分别上涨
1.69％、0.45％以及1.33％，它
们给予海峡指数一定的支持。
但30只海指成份股当中昨日多
达18只下跌，致使海指难有表
现。丰益国际收报3.62元，吉宝
企业收报6.63元。
　　海指面对的压力主要来自
怡和系股票，它们是怡和控股
（Jardine Matheson）、香港置
地（Hongkong Land）及怡和
合发（Jardine C&C），分别跌
1.12％、0.42％以及0.90％。星
展集团控股（DBS）与和记港口
信托（HPH Trust）也下跌0.31％
和2.47％，增添了海指所受的压
力。
　　值得一提的是，海指波动
范围较前天加大了50％。海指
昨日上午受华尔街隔夜市场下
跌 的 影 响 ， 开 市 不 久 便 跌 至
3116.34点的全天最低位，但至
中午时分便已几乎收复所有失
地。虽然海指在午后大部分时
间处于受压状态，但临闭市前
再度收复不少失地。
　　K1创业（K1 Ventures）以
及德龙控股（Delong Holdings）
昨 日 先 后 遭 新 加 坡 交 易 所
（SGX）询问股票交易活动异常
的原因，但它们答复时都表示
不知道原因。
　　K1创业股价猛跌9.58％，收
报0.755元，交易异常活跃。德
龙控股股价飙升30.77％，收报
0.68元，交易异常活跃。

商业房地产投资超越六大市场

奥斯陆等“新世界城市”崛起

海指继续微幅收低

评股论经

Homage向创投公司 
筹集创业种子资金
　　本地起步公司Homage向风
险创投公司（Venture Capital）筹
集了120万美元创业种子资金。
　　Homage可帮助本地乐龄人
士获得家居护理服务，至今为
乐龄人士提供了超过1万小时的
家居护理服务。
　　Homage的联合创办人和首
席执行官郑彬彬说，新加坡和
亚洲的高质量家居护理服务非
常短缺，平台所使用的科技可
快速有效帮助乐龄人士找到可
负担的家居护理服务。
　 　 参 与 此 轮 投 资 的 包 括
500Startups、金门创投（Golden 
Gate Ventures）和SeedPlus。公
司计划利用这笔资金来加快产
品开发，并扩大营运业务来满
足本地需求。

瑞银设立团队 
为本地外籍人士服务
　　瑞银财富管理在本地设立
团队，专门为居住在本地的外

籍人士提供专业金融服务。
　　瑞银财富管理东南亚主管
哈德克（August Hatecke）说，
过去几年，银行收到了不少要
求，希望银行为本地的外籍居
民提供此类服务。他认为，这
个领域拥有巨大的潜能。
　　这个团队将为客户提供一
系列财务和投资服务。

美消费价格指数 
2月同比增2.7％
　　（华盛顿彭博电）美国的
生活费在2月上升，物价同比涨
幅达2.7％，为2012年3月以来最
大，加强了通货膨胀符合美国
联邦储备局目标的看法。
　　美国劳工部周三发布的数
据显示，消费价格指数在2月
环比攀升0.1％。彭博社调查显
示，经济师的预测中位数是2月
份该指数持平。
　　这个物价数据符合联储局
的通胀目标，连同接近全面就
业的劳动市场，这解释为何决
策者可能在周三加息。一些商
品的价格已经回弹，而其他成
本，包括租金和医疗费，则继
续上升。

速读财界

Triyards控股
（Triyards Holdings）
建议：持守
目标价：0.345元
闭市价：0.29元（-1.70％）
　　Triyards控股最近宣布取得
2064万美元合同，将为客户建
造两艘渡轮。这是它的子公司
Strategic Marine向渡轮业者争取
到的合同。该集团一直在使订
单多元化，但该股依然在接近
0.3倍市账比交易，投资者可能
在等待，以便更清楚以斯拉控
股（Ezra）违约（例如企业担保
方面）对Triyards控股的影响。
　　由于影响可能超出已知和
所估计的，因此下调Triyards
控股的目标价至0.345元（基于
0.4倍预测市账率），并且把对
该股建议下调至持守。

（华侨投资研究）

扬子江船业
（Yangzijiang 
Shipbuilding）
建议：购买
目标价：1.21元
闭市价：1.10元（-0.45％）
　　虽然财务更佳、盈利更
好，扬子江船业的股票仍在0.9
倍的市账比交易，与中远投资
（Cosco Corp）的2.5倍和胜科
海事（SMM）的1.5倍相比，
是很显著的折扣。
　　韩国海运公司泛洋（Pan 
Ocean Korea）最近向扬子江下
单订造船只（总值1亿4600万
美元），加强了今年订单可改
善42％的看法。随着订单展望
改善，该公司的造船业务可能
以１倍市账比交易。

（联昌国际）

   

   

 今年来 1年期 （%） 

全美世界 83.6 683.5 2.4 消费

天然煤矿集团 37.8 158.3 3.3 能源

UMS控股 27.0 55.7 6.3 资讯科技

PEC集团 23.6 70.4 2.9 工业

胜宝工业信托 22.5 -10.3 7.7 房地产

平均 38.9 191.5 4.5  

今年来表现最佳的小型股 

早报图表／何宏章资料来源／新交所/彭博社／SGX StockFacts（2017年3月14日数据） 

总回报率（%） 股息收益率
行业股票

1,654,720,324
1,164,377,333

605,492,300
40,667,065

海峡时报指数

富时海峡时报凯利板指数

3137.43
-5.97

507.20
+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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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慰奖

   入围奖

新加坡博彩摇珠

万字票中奖号码
2017年3月15日(星期三)

9331　4408
0646　4614
0016　4594
0146　1235
7961　9110

4737　9252
4138　6569
7233　1495
7861　2824
6898　8546

头奖∶7962
二奖∶6667
三奖∶2113

共睹，第一届新加坡女企业家奖
2017表扬了18名来自各个行业的
女企业家。
　　这项奖项旨在培育女性的企
业精神，激励下一代女性发挥力
量。获表扬的女企业家将分享她
们的经验与领导能力，成为新生
代女企业家的学习榜样。　　
　　新加坡女企业家奖2017的三
个奖项均以宇宙最耀眼的星星命
名。悦榕酒店和度假村（Banyan 
Tree Hotels & Resorts）联合创办
人及悦榕控股高级副总裁张齐娥

获颁最高荣誉的“荣誉之星”
（Super Nova）。评审认为，她不
仅在商业领域展现多元创意，勇
于挑战现况，也积极推广企业社
会责任，回馈社会。
　 　 三 名 女 企 业 家 获 得 光 芒
之 星 （ N o v a ） 奖 项 ， 分 别 是
ConneXions Asia创办人曹慧玲、
食品批发公司Heinrich Food的创
办人王彩凤和房地产发展商碲堡
置地（Kingsland Development）执
行董事石艾璇。曹慧玲是此奖项
的“最佳得奖者”。
　　另外14名女企业家获颁闪耀
之星（Pulsar）奖项，其中成功进
军海外市场的女性服装品牌Love, 
Bonito的联合创办人林恩宇和陈诗
韵是此奖项的”最佳得奖者”。

新加坡女企业家奖颁奖

18名女企业家努力获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