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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資料 2013年04月24日

人民幣公斤條現貨金交收價 282.30（元/克）

焯華999.9千足金
電子商務

首家香港金銀業貿易場
人民幣公斤條流通量提供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夢珊 上海報道）為進
一步規範商業銀行代銷業務管理，避免出現違規
銷售、「飛單」、私售等不良行為，上海銀監局
計劃推出銷售錄音、產品信息查詢平台等監管新
舉措。上海銀監局近日下發《關於加強商業銀行
代銷業務管理的通知》，以規範商業銀行代銷業
務管理。

銷售分區全程監控

《通知》明確，要求商業銀行代銷產品要實行
分區銷售，代銷業務是指商業銀行利用本行渠
道，向個人客戶銷售或推介非本行發行的有投資
風險的產品。上海銀監局對此推出了一系列新的
針對代銷業務的監管舉措，包括建立收錄全部產
品信息的查詢平台，便於銀行統一管理所有代銷
產品，同時也為客戶了解產品來源提供便利；銀
行代銷產品應與辦理存款業務在網點的不同區
域，對於高風險產品設置銷售專區，銷售區有明
顯標識並作額外風險提示；同時，所有銷售櫃台
都要配備錄音系統，記錄銷售人員對產品關鍵交
易信息及風險的提示，以及客戶對上述提示確認
的過程，其中高風險代銷產品的銷售錄音被要求
保留到產品到期兌付完畢。

為進一步規範銀行基層銷售人員的違規銷售和
「飛單」、私售行為，上海銀監局計劃在2014年1
月1日前，對上海轄區內所有銀行的銷售櫃台實
現錄音錄像同步監控。

加強監管產品風險

另外，中國銀監會表示，今年將加強對理財產品的監
管，並嚴防地方融資平台貸款等方面的信用違約風險。中
銀監在2012年報中稱，今年守住不發生系統性和區域性風
險底線是首要任務。要嚴防信用違約風險，對平台貸款風
險，繼續執行「總量控制、分類管理、區別對待、逐步化
解」政策。銀監會表示，今年還要嚴控表外業務關聯風
險，嚴格監管理財產品設計、銷售和資金投向；並嚴管外
部風險傳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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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行首季多賺20% 
淨息差收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遠威）民生銀行（1988）昨公布今
年首季業績，純利增長20.09%至110.15億元（人民幣，下
同）。每股盈利0.39元，平均淨資產收益率26%。期內淨息差
收窄15點子至2.45厘。不良貸款率0.76%。該股昨績前收報
9.37港元，升2.85%。

手續費及佣金增收40%

期內營業收入288.77億元，同比增長15.35%。首季淨息差按
季收窄至2.45厘，主要由於利率變動及同業業務佔比提升；淨
利息收入201.14億元，同比增加6.03%。手續費及佣金淨收入
72億元，增加40.13%。

不良貸款餘額109.22億元，按季增加3.79%。不良貸款率
0.76%，與去年尾持平。撥備覆蓋率324.51%，期內提高9.98個
百分點；貸款撥備率2.47%，提高0.08個百分點。

不良貸款率0.76%持平

按《商業銀行資本管理辦法(試行)》，截至3月底，核心一級
資本充足率7.8%，一級資本充足率7.81%，資本充足率
9.87%。

截至3月底，集團資產總額3.3萬億元，負債總額3.12萬億
元，分別較去年底增長2.74%和2.39%。發放貸款及墊款總額
較去年底增長3.7%至1.44萬億元，吸收存款總額增加8.91%至
2.1萬億元。此外，民行轉攻小微企業貸款，3月底止小微企業
貸款餘額3,542.73億元，期內增加11.78%；小微企業客戶增長
17.16%至116.26萬戶。

私化加價 國浩反跌5.7%
香港文匯報訊 國浩集團(0053)宣布提高私有化作價

13.64%，但對昨日的股價無幫助，全日收報91.85元，逆市跌
5.75%。國浩稱，大股東豐隆集團此前提出以每股88元收購國
浩股份，經修訂後加價12元至100元。不過，倘若私有化最終
不成功，接納無條件收購方案的股東仍須按每股88元出售其
所持股份予豐隆集團，而接納有條件方案的股東則不會出售
股份。公告強調，豐隆集團將不會進一步提高每股收購代
價。

市場人士稱，自去年12月豐隆集團提出收購國浩以來，國
浩的股價持穩於每股88元以上水平，最高更觸及98.5元，顯示
出小股東認為收購作價偏低。但今次大股東提出最多以100元
收購，較國浩周二收市價97.45元只有逾2%溢價，較每股資產
凈值仍有較大折讓。國浩則稱，基本價及經修訂價較公司之
經調整綜合資產凈值每股132.62元分別折讓33.6%及24.6%。

豐隆集團及郭令燦及其家族合共持有國浩約71.52%的股
份，獨立股東佔25.53%股份。

滬指彈上2200  個股現漲停潮

港交所通過最多配股一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裘毅 上海報道）在經過
周二大跌之後，滬深兩市在隔夜海外市場上升帶
動下，昨日雙雙反彈。券商、銀行等金融權重板
塊拉抬滬指一度漲近2%，雖然受20日線壓制回
落，收盤仍站上2,200點，收復5天及10天線，報
2,218點，漲33點或1.55%，成交略減至789.8億元
(人民幣，下同)；深市創業板指漲3.3%再創反彈
新高，個股出現漲停潮，帶動深成指收報8,911

點，漲118點或1.35%，成交大增至940.4億元。
兩市個股僅159隻個股下跌，高轉送、寬帶、

通訊、文化傳媒等題材股活躍，上演漲停潮。共
有31隻非ST股漲停，三分之一為創業板個股，超
百隻個股漲超6.6%。

多空交織 後市續反覆整固
如何看待近期股指的大漲大跌，銀河證券分析

師孟京指出，目前市場受兩種力量相互牽制：一
是看好藍籌股處於被低估狀態的多頭；另一方面
是對經濟復甦不甚樂觀，且對流動性收緊有一定
擔憂的空方。多空交織情況下市場走得非常猶
豫，預計大盤在相對底部進行震盪整理的時間不
會很短。分析人士玉名認為，股指期貨上市之
後，改變A股最大的變化就是漲跌過程中平緩，
市場哪怕是下跌趨勢中也有很多的局部反彈，但
其往往碰觸下降趨勢線後就會跌回，而本波行情
重要趨勢線就是20日線，所以這裡爭奪較厲害。

香港文匯報訊 受長和系主席李嘉誠旗下

基金增持股份刺激，中聚電池（0729）股價

昨暴升26%，收報0.34元，成交1.05億元。

中聚電池昨宣布，向5名認購方配售12億股

新股，相當於現有已發行股本約9.79%，及

擴大後股本約8.92%。配股價每股0.22元，較

周二收市價折讓18.52%。集資淨額估計約

2.64億元，主要用作開發、生產及銷售鋰離

子電池，及在內地成立電動汽車租賃業務。

大折讓配股 共籌2.6億

於完配售後，李嘉誠及其基金（Jade

Time、Lion Cosmos及LKSCF）的持股量，

將由9.06%增至15.68%；羅嘉瑞持股量由0.69%增至

1.37%。中信國際資產管理的持股由1.05%增至1.7%。

公司副主席兼行政總裁苗振國的Union Ever

Holdings，持股量由23.42%攤薄至21.33%。公眾持股

量則由65.78%降至59.92%。

銀河證券IPO下月6日路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楚茵)據外電報道，於本

周一進行上市前推介的內地大型券商銀河證券，
正計劃於下月6日啟動其10億至15億美元的香港
IPO路演，意味將與中國石化煉化工程的20億美元
香港IPO路演同日進行。

銀河證券計劃於5月15日為交易定價，較中
石化煉化的16日早一天。由於本港IPO市場已
沉寂多時，此兩宗IPO的市場反應將反映投資
者對香港IPO市場還有多大興趣，引起市場廣
泛關注。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港交所(0388)昨日舉行
股東會，有99.08%股東同意授權公司發行額外股
份，涉及股數不超過已發行股本的一成，折讓的幅
度亦不得超過一成。雖然港交所通過授權發行股數
動議，但該所主席周松崗表示，暫未再有配股集資
需要，會用自身辦法減低成本。港交所行政總裁李
小加表示，港交所收購倫敦金屬交易所(LME)後，今

年重點工作包括在港推現金或實物交收的商品產
品，目前傾向現金交易。

研與內地交易所合作

他指出，實物交易的合同，發展比較複雜，牽涉
存倉、法規等複雜問題，估計今年不會大量推出新
產品，只會以基建為主，但相信有關業務明年可開
花結果。李小加又說，目前港交所只有股票的清算
平台，故希望可以大力發展商品清算平台，也期望
加強與其他交易所，尤其是內地交易所的合作發
展。

對於市場批評夜市期貨反應冷淡，周松崗表示，
夜期推出第二周，成交平均已有4,000張，周二晚亦
有約5,400張成交，約佔日間期貨3%至4%，相信經
過一段時間，有關比例可以升至約10%。

港交所昨日選舉董事，98.65%股東贊成選出施德
論為董事，亦有99.01%的股東贊成選出黃世雄為董
事。兩董事任期由今日起生效，為期大約三年。與
此同時，港交所上市委員會亦將換屆，周松崗表

示，任期做滿六年的董事都會退任，亦有董事因個
人原因退任，預期5月初會公布新名單，相信委員會
規模不會有大改變。

美聯社被黑客入侵 無礙港市

另外，美聯社微博戶口遭黑客入侵，發放虛假消
息指白宮發生爆炸，美國總統奧巴馬受傷，令華爾
街股市昨日出現短暫急挫，李小加表示，該所正密
切關注事態發展，本港暫時沒發生任何問題。周松
崗補充說，港交所「披露易」兩年前遭黑客入侵，
故已有防範機制，但港交所對保安工作不會鬆懈。

港交所前主席夏佳理昨日亦退任港交所董事職
位，他坦言退休後「一身鬆晒」，無壓力。他表示，
2008年「金融海嘯」距今差不多6年，全球經濟尚未
穩定，歐洲失業率偏高，整體環境面臨挑戰，令到
海外公司擴展步伐減慢。但夏佳理說，港交所仍努
力吸引海外公司來港上市，對於發展商品產品，他
認為有關發展順利，包括收購LME，港交所亦會同
時加強本港的業務。

耀才證券研究部副經理植耀輝表示，港股成交稍
為回升，沽空比率也從高位下降，反映大市氣

氛有改善，支持位升至21,500點。但他認為，目前市
況未算強勁，投資者仍摸不透大市走向，料 指升
至22,500點水平將遇阻力，故目前市況仍是「選股不
選市」，投資者可考慮近期有炒作概念的頁岩氣股，
以及受惠於黃金周的濠賭股及零售股。

黃金周至 揀濠賭零售股

藍籌股升勢全面，重磅股匯控(0005)領漲大市，全
日升2.37%，報81.95元，拉高指數76點。百麗(1880)
連挫多日後彈升6%，收報12.86元，為表現最佳藍
籌。長實（0001）升1.72%，和黃(0013)亦彈3.7%，
一眾內銀股反彈，支持市況急升。建行(0939)及中行
(3988)升超過2%，另外，農行(1288)升超過3%，信行
(0998)及民行(1988)升近3%。早前受壓的內險股也反
彈，太保(2601)漲2.44%，帶動中資金融股指數升逾
2%。

內房股普遍反彈，碧桂園(2007)升半成，合景(1813)

及世房(0813)分別升超過4%及3%。黃金周臨近，部
分濠賭股見炒作，新濠(0200)及銀娛(0027)升超過
3%，永利(1128)升2.8%。有炒作的還有光伏股，卡
姆丹克(0712)首季扭虧為盈，股價大升8%，帶動保利
協鑫(3800)升1.9%，源暢(0155)及興業太陽能(0750)急
升6%，中聚(0729)更狂飆26%。

光伏股電訊設備股獲捧

工信部啟動5G的研究，電訊設備股獲捧，京信通
信(2342)及中國無線(2369)分別升超過7%及6%，中興
(763)亦升5.5%。相反，近日強勢的頁岩氣股有回
吐，安東油田(3337)及巨濤(3303)跌逾2%及1%。

長和急彈 港股重越二萬二
沽空率跌穿一成 22隻熊證打靶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美國企業業

績勝預期，外圍股市向上，內地A股也造

好，齊帶動港股強勢反彈，大市收復10天及

20天線之上，全日收報22,183點，近全日高

位報收，升幅376點或1.7%，成交增至617

億元，沽空比率回落至9.78%，全日22隻熊

證打靶。上證綜指反彈1.55%，刺激國指跑

贏，升209點或2%，收報10,634點。

新能源材料股受捧
股號 名稱 昨收（元） 變幅（%）

0729 中聚電池 0.34 +25.93

0712 卡姆丹克 1.54 +8.45

0155 中國源暢 0.017 +6.25

0395 中國龍新能源 0.131 +4.80

0757 陽光能源 0.37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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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強勢反彈，收升376點，重上10天及20天線之上，成交

增至617億元。 新華社

■ 周 松 崗

(右)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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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圍帶動下，滬深兩市昨日雙雙反彈。 新華社

昨日升幅顯著板塊
股號 名稱 昨收（元） 變幅（%）

內銀股

3968 招商銀行 15.60 +3.86

1288 農業銀行 3.56 +3.19

0998 中信銀行 4.13 +2.99

1988 民生銀行 9.37 +2.85 

3328 交通銀行 5.91 +2.43 

鐘錶珠寶股

0116 周生生 21.20 +4.69

0444 SINCEREWATCHHK 2.13 +4.41

0590 六福集團 21.95 +4.28

2033 時計寶 1.02 +4.08

0887 英皇鐘錶珠寶 0.80 +3.90 

電訊及網絡器材股

2342 京信通信 2.52 +7.23  

0763 中興通訊 12.68 +5.49

0877 昂納光通信 1.74 +4.82 

3777 中國光纖 1.08 +3.85   

1155 星辰通信 0.82 +3.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