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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守2500点关键水平

海指13年来首次破“8月魔咒”
海指于2007年至2019年的8月份都陷入跌势，跌幅介于
0.36％至9.53％。部分市场分析师原本预测今年也不例
外，本地股市将连续第 14 年受到“ 8 月魔咒”影响而下
滑，结果却令人意外。
吕爱丽

报道

oilailai@sph.com.sg

本地股市突破13年的“8月魔
咒”，在表现向来疲弱的8月份小
幅上扬，稳稳守住了2500点的关
键水平。
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在8月份
微升2.69点或0.11％，昨天闭市报
2532.51点。
根据统计，海指于2007年至
2019年的8月份都陷入跌势，跌幅
介于0.36％至9.53％。部分市场分
析师原本预测今年也不例外，本
地股市将连续第14年受到“8月魔
咒”影响而下滑，结果却令人意
外。
SITI 8基金管理公司董事萧
玮恩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
说：“海指在8月份上扬的确不
寻 常 …… 但 又 不 是 那 么 令 人 惊
讶。”
萧玮恩指出，海指在8月份

的涨势大部分集中在上半个月，
“一些过去造成股市被抛售的因
素，今年都不存在。例如很多公
司在8月份除息是造成本地股市疲
弱的主因之一，但不少公司今年
大幅减息，因此除息所带来的影
响较小”。

报道

ziyun@sph.com.sg

新加坡能源集团（SP
Group）计划蜕变成区域顶尖提供
智慧能源解决方案的业者，朝低
碳未来的愿景迈进。
为了推动企业转型，集团希
望在10年内，把可持续能源解决
方案的业务扩大到10倍。这方面
业务的收入占比目前只有3％到
4％。此外，集团计划在10年内拓
展海外业务，把该业务占比从目
前的不到5％增至40％。
刚在今年7月上任的新能源集
团总裁黄天源（50岁），日前接
受《联合早报》和《商业时报》
的访问时勾勒了接下来的策略蓝
图。他指出，很多人觉得新能源
只是国家电网公司，负责邮寄账
单和收取电费。不过，集团其实
已取得长足进展，不再是一家传
统的公用事业公司。
集团在一年半前设立了可持
续能源解决方案的部门，着手发
展这个全新领域。黄天源说：
“该部门旨在打造一个低碳且使
用智慧能源的新加坡。与此同
时，它也探讨能否把这些在本地
落实的方案推广到海外。”
黄天源强调，这个策略是在
前任总裁黄锦贤打下的基础上集
中火力，力求做得更好。这名新
掌舵人在2015年加入新能源，成
为集团首席财务官。他之前在沃
尔沃集团（Volvo Group）工作12
年，曾在中国和比利时工作一段
时间。
新能源早在2006年开始为滨
海湾金融区经营地下区域供冷系
统（District Cooling Network）。这
套系统好比把所有大厦的冷却系
统集中在一处，统一供应冷水给
区内所有大厦内的冷气机，使用
后的水回流冷却设备，冷却后再
循环使用。
在新加坡，一座商业建筑的
冷气系统耗电量相当大，占了总
耗电量的一半。放眼东南亚，到
了2040年的用电量预计将翻倍，
而冷气系统是耗电量增加的来源

报道

hanpt@sph.com.sg

新加坡工商联合总会
（SBF）的最新调查，本地企业
意识到当前的危机将可能是漫长
的，62％企业预计当前不明朗情
况将持续下去，未来12个月的经
济活动将维持目前的步伐。
有六成企业认为，政府的各
项援助措施能有效缓冲业务成本
至少40％，但企业也担心一旦援

-0.36
-1.25

之一。
黄天源透露，集团正在探讨
如何把区域供冷系统引进住宅
区。它将为登加镇（Tengah）的
超过100座组屋提供这个较省电的
供冷系统。这也是本地首个智能
能源市镇。
市场对全新能源领域的创新
技术具强劲需求。据淡马锡控股
估计，到了2030年，这个市场全
球总值可达4.3万亿美元（约5.9万
亿新元），亚洲市场总值1.9万亿
美元。
新能源是淡马锡全资持有的
子公司。截至今年3月底的财年，
盈利约为10亿元。

海外业务比重
拟10年内提高至40％
开拓更多海外业务是另一个
重点策略。集团计划在10年内提
高海外业务比重至40％。这部分
的业务中，一半估计来自澳大利
亚，另一半则来自其他亚太区市
场。
新能源早在2000年于澳洲进
行投资。它持有新能源国际（澳
洲）资产（SPI (Australia) Ass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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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本地因素，泰源私人有
限公司（TerraSeeds）技术分析培
训主管王彬妮受访时指出，美国
科技股表现亮眼，屡屡推升美国
股市，鼓舞了本地市场，“我们
能守住2500点的10年关键水平，
表现不错”。
王彬妮认为，本地股市虽不
如美国或其他亚洲股市般大涨，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意味着
本地股市有可能被低估”。
DailyFX策略师杨燕受访时

调查：本地六成企业预计
韩宝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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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股推高美股市
鼓舞本地市场

总裁黄天源：新能源要在10年内
陈紫筠

海指突破“8月魔咒”

-8.78
-9.53
资料来源／星展集团研究、新交所

则说：“今年由于冠病疫情的
干扰，市场表现反常，并不奇
怪。”
杨燕指出，美国股市已经上

早报制图／李太里

涨了五个月，是宽松货币政策和
极低利率环境造成的。而市场板
块分化严重，科技股高歌猛进，
能源和周期性行业表现逊色，

扩大可持续能源业务至10倍
Pty Ltd，简称SGSPAA）的40％股
权，其余股权则由中国国家电网
国际公司（State Gri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Limited）持有。
SGSPAA旗下的公司主要在
澳洲经营燃气和电力传输网络，
以及提供相关工程、运作和维修
等服务。新能源集团的盈利中，
有20％来自澳洲的投资项目。
至于本区域其他市场，黄天
源也看好越南、中国、印度尼西
亚和泰国。集团将在今年于胡志
明市设立新办事处。“和中国一
样，越南执行能源措施相关方案
的速度相当快。越南开始推行这
方面的发展，我们应该掌握这个
先发优势。”
作为全国电网经营者和相关
服务供应商，新加坡依然是集团
的核心业务所在。
我国于2018年4月在裕廊试行
开放电力市场。同年11月，当局
根据邮区编号，把其他地区分四
个阶段逐步落实电力零售市场全
面开放。截至今年3月底，接近一
半的用户转向电力零售商购电。
对于开放电力市场是否冲击
盈利，黄天源指出，新能源仍是

“经济仍在萧条中挣扎，股民如
果投错板块，也许会有指数涨，
但是不赚钱的感觉”。
她认为，美国股市还未出现

Axington昨天起停牌
专家：
应调查换保荐机构原因
胡渊文

报道

yuanwen@sph.com.sg

今年7月上任的新能源集团总裁黄
天源认为，很多人觉得新能源只不
过是个国家电网公司，但集团其实
已取得长足进展，不再是一家传统
的公用事业公司。（商业时报）

基础建设的经营者，其盈利并没
有受到很大影响。本地目前有12
个电力零售商。
本地电力市场开放以来，竞
争激烈，已有一些规模较小的电
力公司退出。黄天源估计下来还
会出现一些整合。

有效的回调，因此9月至10月出现
技术回调的概率在增加，“股市的
回调也许会迟到，但从不缺席”。
投资者追捧的市场或许出现
估值过高的情况，王彬妮认为，
被低估的本地股市接下来可能吸
引资金回流而受惠。
此外，她预料本地上市公司
的盈利表现在第二季已经触底，
下一个季度的财报季可能成为推
升股市的动力，“海指在今年内
可能上升到2800点，这是本地股
市下一个比较重要的关口”。若
能攀升到2800点，海指则有望挑
战更难突破的3000点。
马来亚银行金英证券的一份
研究报告也指出，区域市场在第
二季为了遏止冠病疫情扩散而纷
纷采取封锁措施，“海指以及我
们所追踪的股票当中，只有28％
的盈利低于市场预期。这可能反
映在第一季的盈利预测下调过
于悲观”。该证券行将海指的12
个月目标，由2200点上调至2995
点。
市场接下来已知的风险，包
括秋冬季节冠病疫情的反复，以
及11月美国总统大选。

近日频传出负面消息的凯
利板挂牌公司Axington股票昨天
起停牌。企业治理专家呼吁，
新加坡交易所监管公司应该调
查Axington上月更换保荐机构的
原因，并且审查保荐机构Novus
企业金融的工作。
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副
教授麦润田昨天在回复《联合
早报》询问时指出这点。他
也在个人网站发布文章针对
Axington发表意见。
Axington于7月13日以“商
业原因”把持续保荐机构更换
为Novus企业金融公司，之前的
保荐机构是大华继显（UOB Kay
Hian）。
Axington的控股股东是本
地商人罗尔伟和罗弥伦，集团
主席则是华裔女商人沈屮。这
三人成立的贝拉格夫维新集团
（Bellagraph Nova Group）上周日
承认，窜改美国前总统奥巴马
的照片用于营销和宣传用途。
贝拉格夫维新集团最近因为有
意收购英超球会“喜鹊”纽卡
斯尔（Newcastle）而受到瞩目。
Axington上周三暂停交易，
并推迟原定周四举行的特别
股东大会，昨天开市前要求停
牌。公司表示将对有关公司业
务经营方向的转变做出宣布。
麦润田受询时说，新交所
监管公司须要督促Axington和它
的保荐机构Novus为股东提供最
新资讯。如今公司停牌，小股
东一直被蒙在鼓里。
他说，公司上周推迟特别
股东大会，应该在会议之前宣
布，而不是在后一天。独立董
事辞职的宣布也来得迟，“显
示董事会和保荐机构对情况已
经失控，进一步让人质疑他们
能否胜任工作”。
麦润田在文章中指出：
“更换保荐机构可能是警讯。

在Axington这一例，新交所监管
公司应该调查保荐机构更换背
后的‘商业原因’。”
他也认为，监管公司应该
审查Novus的工作，并不局限
Axington。
新交所发言人昨天受询时
表示，将继续和Axington及其
保荐机构沟通，为市场提供最
新进展。新交所之前已和Novus
就它在凯利板条规下的职责沟
通，并要求后者尽快给予答复。
针对麦润田的呼吁，新交所
回应说，公司更换保荐机构要通
知监管公司，新委任的保荐机构
须宣布它与公司是独立的，而前
任保荐机构须通过文告说明，公
司并未有任何不合规行为。
大华继显回答本报询问时
指出，Axington在完成全面收购
后更换保荐机构，之后更换董
事会成员。
《联合早报》自上周起数
次联络Novus企业金融公司，到
昨天截稿仍没有收到回复。
麦润田近期发布一份《凯
利板面对的挑战》的报告。他
收集资料显示，2018年1月至
2020年7月期间有42家凯利板公
司更换保荐机构，其中Novus获
得最多的新客户，共有九家公
司（21％）选了Novus。此外，
Novus是从2018年6月开始才获
准成为保荐机构，如果从当时
开始算起，Novus成功争取到了
29％的客户。
麦润田说：“凯利板持续
保荐机构共有20家，Novus如此
受欢迎让我们感到好奇。”
另一家公司Sunrise Shares曾
四度更换保荐机构，去年10月
从ZICO资本换为Novus。
他指出，有时企业更换保
荐机构，是因为新的保荐机构
企业金融领域背景更强，但上
述两家公司的前保荐机构都具
备企业金融背景，让人不禁好
奇Novus的优势在哪里。

未来一年经济步伐将维持

助计划结束，它们是否还有能力
应付情况。
工商总会是在8月7日展开调
查，收集商业情绪数据以及更好
地了解企业在解封第二阶段所可
能需要的援助。有225家公司参与
在为期两周的调查，其中83％是
中小企业，其余是大型公司。
根据调查，在当前环境下，
有87％的大型公司和66％的中小
企业能以较低的盈利率或承受小

新加坡报业控股有限公司出版与承印

额的营运亏损，来维持业务的运
营。

三分二企业把检讨人力
作为应对冠病部分战略
尽管如此，仍有29％的中小
企业和11％的大型公司期望通过
整合部分业务，来缩小规模或完
全关闭业务。
在人力资源方面，有67％企
业把检讨人力作为应对冠病的部

Co Regn No.198402868E

分战略。与中小企业（63％）相
比，大型公司（84％）的人力检
讨更为普遍。
62％企业预料在未来12个月
内能维持雇员人数，而20％则可
能减少员工人数。雇佣补贴计
划（Jobs Support Scheme）对于
中小企业（58％）和大型公司
（43％）延缓考虑裁员有帮助。
计划在未来12个月招聘的企
业，更倾向于雇用专业人士、

经理、行政人员和技术人员
（PMET）（占32％）。
打算在未来12个月减少招
聘的企业，则倾向于雇用较少
的文书支援、服务和销售人员
（19％）。
74％大型公司在制定转型计
划以提高生产力时，把更多资
源用在数码化和自动化，而中
小企业则着眼于建立财务韧性
（49％）、创新（49％）和数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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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发行销量审计局成员

化与自动化（44％）。
工商总会执行总裁何鸣杰告
诉《联合早报》，对多数企业来
说，由于继续在维持业务、管理
人力和应对现金流问题等方面面
对挑战，因此不明朗的经济情况
仍是它们最担心的问题。
不过，危机也存在商机，他
说：“企业须要把握机会，检讨
商业模式并自我革新，以掌握新
机会和生存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