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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家挂牌海事业公司的股票近
期先后出现大幅反弹。昨日市场再
度传言以斯拉控股（Ezra）成为收
购对象，刺激该股全天一路向上
冲，最终飙涨达23.03％，创下逾
两年来最大涨幅，而且成交量异常
高；扬子江船业（Yangzijiang）昨
日则受造船订单改善和分析师上调
建议的刺激而飙升6.12％，创下一
年多来最大涨幅。
　　整体股市昨日经多天上涨后
稍微回跌，但多只海事股纷纷逆
流 而 上 ， 其 中 还 包 括 中 远 投 资
（COSCO，涨4.08％）、成功控股
（Jaya Holdings，涨1.55％）、以
及Vard控股（涨4.3％）。
　　为石油与天然气业者提供深海
服务、综合岸外支援和海事服务的
以斯拉控股，昨日是以1.095元全
天最高价收市，上涨20.5分，成交
量高达4633万股，相当于平时的十
倍交易量。
　　这个异常的交易情况，促使新
交所昨日向以斯拉控股询问原因。
以斯拉控股昨日尾盘时答说并不知
道有任何之前未发表的消息可解释

其股票的这个交易情况。正如8月
26日所发布的文告，公司定时探讨
关于深水业务的商业机会、项目和
建议，并时不时与各方进行讨论。
公司在必要时将按照挂牌条例适时
予以披露。
　 　 在 上 个 月 底 ， 以 斯 拉 控 股
针 对 媒 体 报 道 韩 国 三 星 重 工 业
（Samsung Heavy Industries）考虑
收购该公司的消息时澄清说，它并
不知道也没与三星重工业讨论关于
收购公司的事。
　　市场传说三星重工业在2011年
便开始寻找深水业务，以便从拥挤
的造船和岸外业务进一步多元化。
以斯拉控股当时是它锁定的其中一
目标，但据说三星重工业收购以斯

拉控股的计划无法取得高层批准。

劵商看好扬子江船业
　　扬子江船业昨日在券商上调建
议刺激下，股价涨幅高达6.12％，
收报1.04元，接近全天最高价，而
且成交量超过5449万股，是平时的
约3.7倍。瑞士信贷和星展集团昨
日分别把对该股的建议上调至“优
于大盘”和“购买”。
　　瑞信认为，扬子江船业将从造
船订单复苏受益，因为它的生产成
本低并且财力强大。该公司今明两
年将可取得20亿美元和25亿美元的
订单。它认为扬子江船业的目标价
为1.30元。
　　星展集团认为，鉴于客户兴趣

和船务市场复苏的乐观展望，扬子
江船业的订单势头料将持续。系列
中国船厂关闭或减产的情况，对扬
子江船业也有利。它认为扬子江船
业的目标价是1.22元。
　　中远投资股价的强劲回弹也与
造船业市场情况相关。该股一度飙
升5.44％，闭市时涨幅减至4.08％，
收报0.765元。星展集团昨日也把对
中远投资的建议上调至“持守”，
认为该股的目标价是0.83元。
　　成功控股的股价本周一已再度
飙涨，涨幅一度达8.13％。当时它
只简短表示，已委任顾问公司检讨
业务的战略选择。昨日该股再次上
扬，获得1.55％的涨幅，并以全天
最高价0.655元收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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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斯拉控股昨日以1.095
元全天最高价收市，创
下逾两年来最大涨幅；
扬子江船业昨日则受造
船 订 单 改 善 和 分 析 师
上调建议的刺激而飙升
6.12％，创下一年多来
最大涨幅。

多只海事股逆流飙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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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加 坡 产 业 发 展 商 公 会
（REDAS）会长谢文华认为，新加
坡房地产市场的中长期前景仍非常
乐观。目前外国发展商与私募基金
对我国的土地竞标活动仍然非常感
兴趣，显示他们也抱持相同看法。
　　他表示，随着李显龙总理日前
在国庆群众大会上宣布巴耶利峇空
军基地和丹戎巴葛码头的未来发展
机会后，不仅为发展商提供各种商
机，也是市场正面的发展之一。
　　谢文华昨天是在新加坡产业发
展商公会的中秋午餐聚会后，接受
媒体采访时作出这样的谈话。
　　他表示，新加坡房市是一个多
因素影响的市场，包括政策措施和
市场情绪，当中有土地、买家、租
赁等因素，而且，最近有越来越多
的外国投资者进入新加坡市场，参
与政府售地计划的标地活动，显示
了外国发展商的兴趣不减，对新加
坡前景依然有信心。
　　他说：“一些外国发展商、私
募基金等，他们仍看到新加坡房地
产市场的价值，值得他们前来这里
投资。很显然，他们非常看好新加
坡中长期的前景。”
　　谢文华曾在7月底在公会的一
项房地产展望研讨会上表示，我国
房地产市场周期正朝一个重要的
“拐点”（inflexion point）靠近。
　　他当时表示，新加坡房地产市
场仍存在着风险。其中一些风险因
素包括美国可能削减刺激经济的货
币政策措施、中国重新调整其国内
政策；从现在至未来四年内将建成
和进入本地市场的房子，也是新加
坡市场的风险因素。

　　不过，昨天询及他之前这番言
论是否和昨天的乐观长远展望有所
冲突时，他则表示，当时的拐点指
的是房子最终产品的销售市场、租
赁市场，但在土地市场方面，现实
也证明了它仍然是非常具有活力。
　　谢文华说：“他们（这些投资
者）显然已计算清楚、做好研究，而
他们也对新加坡的未来有信心。”
　　市场最近看到越来越多新面孔
参与政府售地计划（GLS）的私宅
竞标，有市场人士认为，这是导致
竞标活动越来越激烈的原因之一。

樟宜机场“宝石计划” 
有望产生乘数效应
　　另外，谢文华说：“丹戎巴葛和
巴耶利峇将成为自滨海湾以来，可
供发展商运作的最大一片空地。”
　　他指出，这是相当振奋人心的
消息，在樟宜机场“宝石计划”
（Project Jewel）的扩建工程下，会
产生乘数效应，增加人们对空间的
需求，进而带动房地产行业。
　　他也表示，在丹戎巴葛这个传
统中央商业区中，也将可以看到新
的产品出现，吸引新的生意，必然
会成为一个增长地区；而在那一带
较东的滨海盛景（Marina One）在
竣工后，也会带来新气息，这些都
是房市正面的发展。
　　谢文华在午餐聚会上发表欢迎
词时也表示，公会将寻求继续加强
他们与公众的联系，并会从三方面
达成这个目标。
　　公会将帮助社区中的弱势群
体，也刚设立了REDAS基金、会
鼓励更多的包容性与珍惜多元化，
并将继续与政府紧密合作，通过公
共—私人伙伴关系，携手打造新加
坡的未来。

REDAS会长： 
我国房地产市场 
中长期前景仍非常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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