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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況差 三一光銀「褪 」

港交所大赦104公司免沽空

盈警潮拖累 港股二萬前腳軟

李澤鉅掌8500億長和王國

「小超人」接班 股民投信心一票

本 內容：文匯財經 投資理財 地產新聞 電視表
漲跌（點）漲跌%

香港恆生指數 19640.80 +81.75 +0.42 

滬深300指數 2398.46 -25.87 -1.07 

上海A股指數 2270.99 -17.01 -0.74 

上海B股指數 230.44 -0.78 -0.34 

上證綜合指數 2168.64 -16.20 -0.74 

深圳A股指數 936.62 -8.00 -0.85 

漲跌（點）漲跌%

深圳B股指數 618.81 -4.16 -0.67 

深證成份指數 9333.21 -176.28 -1.85 

東京日經225指數 8669.87 -125.68 -1.43 

台灣加權平均指數 7164.68 +16.11 +0.23 

首爾綜合指數 1822.93 -0.03 -

新加坡海峽時報指數3015.53 -13.43 -0.44 

漲跌（點）漲跌%

悉尼普通股指數 4230.56 -5.80 -0.14 

新西蘭NZ50 3463.70 -22.07 -0.63 

雅加達綜合指數 4081.20 -15.00 -0.37 

吉隆坡綜合指數 1643.00 -1.60 -0.10 

曼谷證交所指數 1208.55 -4.41 -0.36 

馬尼拉綜合指數 5210.89 +21.52 +0.41 

漲跌（點）漲跌%

歐美股市(截至21:41)

美國道瓊斯指數 12858.60 -84.76 -0.65 

納斯達克指數 2945.17 -20.73 -0.70 

倫敦富時100指數 5664.62 -49.57 -0.87 

德國DAX指數 6675.86 -82.53 -1.22 

法國CAC40指數 3206.84 -56.80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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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交所的權益披露資料顯示，李嘉誠次
子「小小超」李澤楷已將其持有的

「李嘉誠家族信託」（Li Ka-shing Unity
Holdings Ltd）三分之一權益轉移予兄長—
長實(0001)、和黃(0013)副主席李澤鉅，令李
澤鉅在「李嘉誠家族信託」的持有權益增加
至三分之二。

李澤楷持股悉數交兄長
長實發言人昨確認，原本由李澤楷持有

「李嘉誠家族信託」三分之一的權益已轉交
給李澤鉅，完成之後，李澤鉅持股量將增至
三分之二，餘下二分之一繼續由李嘉誠持
有，次子李澤楷將完全退出，有關安排於7
月16日生效。發言人說，「這是落實李嘉誠
先生之前在股東大會上所提及的分配程
序」。

至於「李嘉誠家族信託」餘下三分之一權
益的處置，據李嘉誠今年5月在長和系股東
大會後透露，大部分將給予李嘉誠慈善基金
會，兩名兒子都會管理基金，但由李澤鉅當
主席。有分析員認為，李嘉誠正式分家，對
企業估值影響不大，投資者始終關注李嘉誠

一旦退下來後，以及老臣子去留的問題。另
一個關注點是，李嘉誠會以多少現金支持李
澤楷。

分析員料無礙企業估值
至於對李澤楷的財產安排，李嘉誠當時表

示，李澤楷有自己很喜歡的事業，也有幾家
具規模的公司，「我會全力幫他，(支持的
金額)數字會比你們現在知道他的生意的資
產以倍數計」。李嘉誠認為，由長子接掌上
市王國，自己則以資金支持次子發展事業，
這樣的安排可令兩兄弟在事業和財產上都不
會有衝突。

不過，李嘉誠當時亦強調他沒有退休計

劃，並強調身體相當健康。他亦相信，長和
系有一班共事多年的人員能夠把公司管理
好。「假如我明天去旅遊兩個月，Victor

（李澤鉅）和一班同事一定會管理得很好，
一定沒問題」。

李澤鉅名下資產2900億
現年83歲的李嘉誠在2012年度《福布斯》

香港四十大富豪榜，以淨資產220億美元
（約1,716億港元）排名首位；在彭博全球億
萬富翁排行榜則排名14，淨資產239億美元

（約1,864.2億港元）。
除了長實、和黃外，他旗下在港上市王國

包括長建(1038)、電能(0006)、TOM集團

(2383)、匯賢(87001)、長科(0775)、和電
(0215)、泓富產業(0808)、置富產業(0778)
等，此外和黃旗下另有在加拿大上市的赫斯
基能源股份。經粗略統計，上述行動讓李澤
鉅正式掌控市值逾8,500億元、涉及22間上
市公司的王國，其名下資產達2,900億元，
已超越其父親李嘉誠。

長和系昨日全線走高，其中，長實升
1.7%，和黃與長建升0.6%，長科更急升
7.2%，電能升0.75%，和電升0.5%。至於李
澤楷旗下的公司就個別發展，電盈(0008)跌
0.6%，香港電訊(6823)跌1.56%，但市場料李
澤楷主力用在擴充併購的旗艦盈大地產
(新)(0432)，則升近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香

港首富長和系主席李嘉誠今年5月披

露其財產分配計劃後，聯交所的資料

昨日顯示，李嘉誠的分身家大計正式

落實。總市值近萬億元的長和系王

國，交予長子「小超人」李澤鉅管

理，此舉讓李澤鉅名下資產達2,900

億元，身家超越其父李嘉誠。分身家

大計正式落實，長和系股份昨日全線

造好。

相關股份昨日股價表現
長和系 股價(元) 變幅

長江實業(0001) 102.00 +1.695%

和記黃埔(0013) 71.30 +0.564%

長江基建(1038) 48.15 +0.627%

電能實業(0006) 60.45 +0.750%

長江生命(0775) 0.44 +7.229%

和電香港(0215) 3.76 +0.535%

TOM集團(2383) 0.69 +1.471%

置富產業(0778) 5.00 無升跌

泓富產業(0808) 1.84 -1.075%

匯賢產業(87001) 3.81* -0.781%

電盈系

電訊盈科(0008) 3.13 -0.635%

香港電訊(6823) 6.28 -1.567%

盈大地產(新)(0432) 1.75 +2.941%

註：*人民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港股全日窄幅上
落，高開後曾因A股弱勢而一度倒跌，但尾市回
升，全日升81點，報19,640點。市場焦點為一眾中
資電訊股，其中聯通(0762)急升7.2%，帶動有關板

塊造好，惟大市成交仍淡靜，全日成交僅得411億
元。 指全周累升2.87%，但分析師認為，港股未
擺脫上落市格局。

指19800點料阻力大
靈獅控股董事總經理藺常念表示，美股連日上

升，令港股本周回升，但仍對後市感悲觀，主要
是臨近公布業績，卻有多間公司發盈警，反映環
球經濟疲弱，各行各業經營也面臨挑戰，料 指
在19,800點前會現阻力。信達國際研究部高級分析
員趙晞文亦指，在無特別消息刺激下，市場缺乏
方向，港股連升後亦未能成功刺激成交，反映觀
望氣氛依然濃厚，料 指後市仍只能保持在19,400
至19,800點間窄幅上落。

國指升0.58%或55.6點，跑贏 指，收報9,570.5
點。即月期指報19,670點，高水29點。中資電訊股
表現強勁，聯通上月3G上客加快，獲大行唱好，
大升7.2%至10.74元，升幅居藍籌及電訊股之首，
中移動(0941)亦升0.74%，中電信(0728)升3.6%，連
帶騰訊(0700)、聯想(0992)及TCL通訊(2618)亦分別

升2%、1.5%及2.3%。
倫奧開幕在即，多隻體育股創新低，李寧(2331)

再跌2.24%，361度(1361)跌1.6%，中國動向(3818)跌
1.4%。油價繼續有支持，中石化(0386)升1.88%，
中海油(0883)及中石油(0857)也造好。此外，國美
(0493)連跌7個交易日，收報0.79元，再跌7%。萊
福資本(0901)續異動，全日飆升74.7%，收報0.29
元。

調控不放鬆 內房股回軟
內房股續偏軟，綠城(3900)跌3.7%，龍湖(0960)跌

2.27%，中海外(0688)跌2.62%。藺常念表示，雖然
上月內地樓價有反彈，結束9連跌局面，但及後中
央即時多次向外重申，堅持房產市場調控不放
鬆，令內房股回軟下挫。他說，雖然地方政府積
極希望為內房鬆綁，但受到中央阻止，如珠海市
日前宣佈取消限購令，兩小時內即被中央叫停，
反映內房樓價易跌難升。他又料，內房股上半年
業績將令人失望，並繼續落後大市，即使反彈也
不建議投資者吸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子豪）市場氣氛慘淡，投資者對新股敬而
遠之，兩隻大型新股三一重工及光大銀行亦難抗淡風，只好打退堂
鼓。彭博引述知情人士報道，考慮到市場淡靜，投資者對新股興趣
不高，三一重工暫推遲達20億美元的本港上市計劃，或要到明年才
重臨。三一重工早於去年10月已計劃上市，計劃在港發行不超過
13.4億股H股，集資最多259.69億港元，即最近的集資縮水近四成。

光銀擬暑假後重啟
另據路透旗下IFR報道，光大銀行在最少兩周內亦不會啟動其H股

上市程序，或要於暑假結束後才啟動。光銀擬募集16億至18億美
元，早前有報道指，該行已獲基礎投資者認購達10億美元。有市場
人士認為，目前在港上市的中小型內銀股估值亦非常吸引，寧可選
擇在二手市場買入投資，亦不打算認購光銀。

而從事設計與開發移動式照明產品的馬仕達國際(8146)昨日配售上
市，最高曾見0.46元，收報0.355元，較0.35元的配售價升1.4%。

證監警告RQFII A股ETF新風險
香港文匯報訊 首隻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 A股交易

所買賣基金(ETF)日前在港掛牌，證監會在最新一期《資識集》中，
提醒投資者在投資RQFII A股ETF前，須充分了解相關風險。證監會
指出，與部分在香港上市、追蹤A股指數的ETF及RQFII基金比較，
RQFII A股ETF包含RQFII制度、ETF結構、人民幣作為貨幣及內地
市場等多種元素。故投資者需承受這類新投資產品獨有的風險。

RQFII額度或致重大溢價
與RQFII A股ETF有關的主要風險包括：交收及派息均以人民幣

計算，需承受匯率波動風險；ETF投資額以RQFII額度為限，或會
導致ETF單位相對其資產淨值出現重大溢價；內地境外的人民幣供
應有限，可能會對RQFII A股ETF的流通量及成交價造成不利影
響；及RQFII A股ETF涉及投資內地單一市場的風險。

此外，內地A股的交易模式亦衍生其他風險，包括：交易時差，A
股市場開市而聯交所休市，RQFII A股ETF的價值或會在ETF單位不
能買賣的日子出現變動；反之，內地休市而聯交所開市，RQFII A
股ETF仍可買賣，但相關證券市價可能沒有更新，或令ETF單位價
格高於或低於其資產淨值。其次，A股的升跌波幅受限制，但在港
買賣的RQFII A股ETF的單位則不受此限，這同樣可影響ETF的單位
價格相對其資產淨值出現溢價或折讓。

第三，RQFII A股ETF在內地每個交易所只可委任一間經紀行買賣
A股。如果ETF的基金經理因某原因未能透過該指定經紀行進行交
易，ETF的運作可能受阻。第四是新手經理的風險：RQFII A股ETF
基金經理可能會過度倚靠ETF於內地母公司支持其於A股的投資。

提防環球經濟三大危機
證監會高級總監兼風險及策略組主管比妮．諾藍（Benedicte

Nolens）也在今期《資識集》中撰文提醒投資者，目前有三種因素
正威脅 環球經濟的前景，包括：歐元區危機、預期會為美國第
三、四季帶來不明朗因素的「財政懸崖（Fiscal Cliff）」及新興市場
經濟放緩。

香港文匯報訊 大鱷大手沽空被
認為是加劇市況波動的元兇，本港
業界也一直有聲音要求當局加強沽
空監管。港交所（0388）昨宣布，
修訂認可沽空名單，在加入17隻可
以沽空的新股份後，更大手剔走多
達104隻現行可以沽空的股份。獲
得「大赦」的公司，不乏近年不利
新 聞 多 多 的 民 企 ， 如 霸 王

（1338）、澳優（1717）、碧生源
（0926）、好孩子（1086）、西王糖業
（2088）等等民企。

新增17隻可沽空股份
在新修訂之後，本港最新可沽空

股份有560隻，佔上市公司數目約
三分一。至於新加入的17家可沽空
公 司 ， 則 包 括 有 中 國 奧 園

（3883）、禹洲地產（1628）、建業地
產（0832）、神州數碼（0861）、中
糧包裝（0906）等等。

其實，港交所旗下聯合交易所於
今年初曾檢討認可沽空的指定證券

的資格準則，指過去10年本港上市
公司的平均市值已增加約3倍，交
易流通速度亦由約40%增至逾
50%，為如實反映本港證券市場的
發展情況，該所到5月中時公布修
訂有關準則。

新準則下，認可沽空指定證券的
資格準則當中，市值要求由10億元
增至30億元，交易流通速度（指過
去12個月成交總額與市值的比率）
要求由40%提高至50%。新規則已
於7月3日起生效。

此外，證監會亦於6月18日推出
淡倉申報新規則，以監察本港市場
沽空活動。至於公布合計淡倉量資
料，證監會建議今年9月7日起實
施。在新制度下，如淡倉量達到或
超 逾 上 市 公 司 已 發 行 股 本 的
0.02%，或淡倉的市值達到或超逾
3,000萬元（以較低者為準），淡倉
持有人便須每周向證監會申報，直
至所持淡倉降至低於上述兩個水平
為止。

中移動中電信6月3G上客標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卓建安）中

國移動（0941）和中國電信（0728）
昨日公佈的今年6月份上客數字基本
上均較5月份有改善，其中當月中移
動和中電信淨增3G客戶分別居今年
上半年第二位和第一位。

中移動公佈，6月份淨增移動電話
客戶558.9萬戶至6.83076億戶，其淨
增量較5月份的501.1萬戶有明顯增
加；其中淨增3G客戶281.7萬戶至
6,707.9萬戶，其淨增量較5月份的
239.2萬戶大幅增加17.8%，並為今年
上半年淨增量第二多的月份，僅次於
3月份297.5萬戶的淨增量。

中電信淨增3G客280萬戶
中電信亦公佈，6月份淨增移動電

話客戶282萬戶至1.4418億戶，其淨
增量較5月份的285萬戶略少，但其中
淨增3G客戶280萬戶至5,096萬戶，其
淨增量較5月份的260萬戶理想，同時
亦是今年上半年其3G淨增量最多的
月份。

中電信還公佈，6月份淨增固網寬
帶上網客戶122萬戶至8,370萬戶，其
淨增量較5月份的103萬戶淨增量增加
18.4%。本地電話業務方面，6月份中
電信客戶淨減少31萬戶至1.6749億
戶，其流失量較5月份的48萬戶減
少。

■港股昨升81點，收報19640點。 中新社

■「小小超」李澤楷將所持的「李嘉誠家

族信託」三分一權益轉移予兄長李澤鉅。

資料圖片

■李嘉誠(右)分身家大計正式落實，長子李澤鉅執掌市值近萬億元的長和系王國。 資料圖片

■中國移動上月3G上客量按月增

17.8%。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