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璇）港股大上大落，影響
到部分準備上市新股需要暫緩計劃。耐世特(1316)公
布，基於目前不利的市場條件，決定推遲在港上
市。原定昨日路演的智美(1661)也突然取消投資推介
會，消息指該股亦將暫緩招股。有人按兵不動，但
也有人一往無畏，金鳳凰(1337)和中國鋁罐(6898)則按
計劃進行路演和招股。

耐世特智美選擇推遲

突然取消中午的投資推介會的智美，市場消息
指，主要因為近日市況波動，公司正洽談引入基礎
投資者，若落實將會捲土重來。另有消息指該股會
急速重新上馬，有機會按原計劃於周五（28日）招
股。而暫擱置上市的耐世特，原計劃發行7.2億股新
股，原本計劃20日至25日招股，下月3日掛牌上市。

不過，也有公司按計劃進行。無孔微晶石製造商
金鳳凰昨日開始路演。市場消息指公司計劃發售2.8

億股股份，招股價介
乎1元至3元，集資2.8
元至8.4億元，每手
2,000股，入場費約為
6,060.48元。該股計
劃於周五起招股，7
月17日掛牌。據網上
預覽資料，金鳳凰
2011年及2012年底止

毛利率分別為43.6%及47.1%，淨利潤率分別為26%
及25.8%。公司今年首四月收益為1.2億元人民幣，毛
利率為52.2%。預計每年派息比率不少於20%。

同在周五招股的還有新股中國鋁罐，集資7.8億元
至15.6億元，7月12日於主板掛牌上市。據悉，包括
中國鋁罐、金鳳凰和當代置業在內，至少有4隻新股
會於周五開始招股。更有消息傳擎天科技(1297)因訴
訟問題需向港交所進一步解釋後，將於周五重新展
開招股，7月9日掛牌。

勵駿創建(1680)招股則捲土重來，發售股份由原來
的20.48309億股降至9.34827億股，其中在港公開發售
股數不變，仍為2.04832億股，國際配售數目較原來
的18.43477億股減少約60.4%。惟每股售價維持不
變，仍介乎2.3元至2.98元。集資額約21.5億元至27.86
億元，較原來的47.11億元至61.04億元減少54.4%，
新股將於7月5日掛牌。

劉鑾鴻傳入股S. Culture

另一方面，市傳即將公開招股的港大百貨S. Culture
集資約1億港元，招股價介乎1.5元至2.1元。消息指該
股已獲劉鑾鴻或相關人士成為基礎投資者，前者將
佔集團上市後股權少於10%。據了解，S. Culture在細
劉旗下香港崇光百貨設有專櫃，合作多年。

至於昨日掛牌的英達(6888)，全日收報2.55元，較
招股定價2.43元升4.94%，成交金額1.59億元。以每
手1,000股計，不計手續費每手賺1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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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公斤條現貨金交收價 245.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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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渣打半年增收未達標

張化橋：負利率催生影子銀行

股市大浪 IPO去留兩極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遠威）渣打集團（2888）昨公布
結算期前業務狀況，行政總裁冼博德於報告中表示，集團
第2季表現較首季及去年同期均錄得增長，預期首6月收入
增長中單位數，但未達集團年初定下收入增長雙位數的目
標。因此，該行估計上半年盈利有低單位數增長。

財務總監麥定思在電話會議上稱，按現時經營狀況，預
計全年收入或低於雙位數增長，可能僅維持增長中單位
數，恐未能達成年初目標。但對市場預期集團全年盈利由
去年68.8億美元，增加至80億美元感到樂觀，但不會就全
年盈利狀況作具體預測。

上半年減值總額增15%

報告指，預期該行上半年淨息差較去年全年收窄約20個
基點，反映市場因流動資金充裕而導致邊際利潤收窄。集
團將進行控制成本，成本增幅維持大致與收入相若。但受
個人銀行業務貸款減值增加刺激，預計該行上半年減值總
額同比增加約15%。故計及英國銀行徵費同比增加約75%
後，估計上半年經營溢利同比增長低單位數。

麥定思表示，報告指邊際利潤收窄，或令淨息差收窄20個
基點，是由於年初大量資金流入亞洲市場，同業競爭下銀行
調低貸款息率，令資金成本上升貸款定價受壓所致，然而，
近期邊際利潤受壓情況開始回穩，相信下半年貸款息率重新
定價，淨息差趨向穩定，對全年盈利表現仍充滿信心。

韓國業務佔減值額40%

預計貸款減值總額增加15%，主要來自個人銀行業務貸
款減值增加，當中韓國業務受政策影響，減值金額較大，
佔比約40%；料貸款減值將較去年下半年增加約1.2億美
元，增加趨勢或將持續至明年。企業銀行貸款減值方面，
預計將較去年同期低，目前未見受壓跡象。至於內地信貸
市場風險，他指近期內地銀行拆息抽升，對中小型銀行影
響較大，但情況獲中央政府介入處理後已回穩。該行流動
性仍然充裕，不擔心會面對太大風險。

報告指，兩大主營業務當中，個人銀行經營溢利錄得低雙
位數增長，由於收入成本增長差額略呈正數，但貸款減值持
續增加。預計個人銀行業務上半年收入將錄得高單位數增
長，包括香港、中國內地、印度及中東等地區表現良好。此
外，企業銀行仍受惠於強勁的業務量，但不足以抵銷邊際利
潤降低的影響，料交易銀行收入將有中單位數跌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璇）上半年環球股市陰晴不定，本港IPO

市場多隻新股打退堂鼓，惟據德勤中國全國上市業務組的分析，今

年首6個月預期會有22宗新股上市，集資395億元，較去年同期32隻

新股上市集資308億元增加28%，其中接近五分三的集資額來自5月

銀河證券(6881)及中煉化（2386），預計集資總額全球第四。該行又

指，本港今年能否重登全球集資王，要視乎阿里巴巴及光大銀行年

內可否上市。

德勤中國全國上市業務組聯席主
管合伙人歐振興表示，受到5月

兩宗巨額新股推動，今年上半年香港
的集資額較去年同期增加，但仍未能
回到金融危機前的水平。不過，雖然4
月只有一宗新股上市、5月底起多隻新
股擱置或延遲上市，但本港在上半年
依舊成為最大的IPO市場之一，在首日
平均回報率、平均交易規模等方面都
比去年為好。

料集中金融房產零售

歐振興表示，預計下半年內地來港
上市行業主要為金融、房地產及消費
零售。其中金融方面，城商行將會是
金融版塊的重點。受惠於城鎮化政
策，基建項目需要大量借貸，對內地
銀行有所支持。另外，內地稅務改
革，也有利於內地零售消費行業降低

付稅。另外，近期收購的倫敦金屬交
易所（LME）應可在促進以人民幣計
價的新股上市及國際企業來港上巿方
面擔當重要角色。

受惠於中煉化的上市，預計香港將
緊隨紐約、巴西和納斯達克的上市集
資總額，排名全球第四，領先於倫
敦、東京和法蘭克福。紐約因Zoetis及
荷蘭國際集團（ING）美國公司的IPO
成為首位，巴西則受惠於今年迄今為
止最大的IPO BB Seguridade。上海及深
圳則因暫停發行新股沒有任何排名。

阿里光銀待市況好轉

德勤預期，港IPO市場今年將有65隻
至75隻新股上市，總集資1,000億至
1 , 3 0 0 億 元 ， 分 別 按 年 增 4 . 8 % 至
20.9%，以及11.4%至44.8%。但是，該
行是次預測並不包括近期傳出會來港

上市的阿里巴巴及光大銀行。
德勤指出，若該兩公司成功來港上

市，本港總集資排名不難重登全球榜
首。不過，阿里巴巴曾與雅虎達成協
議，不能以低價整體上市，估計阿里
巴巴會待港股的市盈率要回升至最少
12倍至13倍才有機會來港上市，即
指要屆24,000點到25,000點水平，目前
港股市盈率約9倍。同時，相信光大銀
行也有同樣考慮，現時在港上市的一
些內銀股市帳率低於1倍，現價不利光

銀估值。
內地方面，德勤認為，新股發行改

革向社會徵求意見已在6月底完成，預
計第三季稍後時間重新啟動新股發
行。該行預測今年中國內地新股發行
數目及集資額將較去年大幅縮減，約
有30隻至40隻新股總共集資約250億元
至350億元人民幣。相信來自科技、傳
媒與電訊、傳統及高端製造業、生命
科技及醫療保健等行業的中小型新股
很可能成為首批新上市的發行人。

四大行新貸首3周2900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有內地媒體指，截至6月

23日，工商銀行（1398）、農業銀行（1288）、中國銀行
（3988）和建設銀行（0939）四大行新增貸款2,900多億元
（人民幣，下同），但存款卻出現急劇流失現象，新增存款
為負2000億元。

《21世紀經濟報道》指，6月內地的信貸增長堪稱「過山
車」，四大行第一周便拿下2,200億元額度，前10天內地銀
行信貸總共增加近1萬億元，24家主要銀行中有一半在前10
天增加的貸款比其6月的限額還多，「這麼快的增加史上從
未有過」。雖然在內地監管層對中信、民生、平安等多家信
貸投放過猛的銀行點名批評後，第二周新增貸款壓縮至
1,700億元水準，但到第三周，銀行體系新增貸款投放能力
再次強勁回復。

有業內人士認為，隨 月末「攬存」力度加大，以及季
末考核等時點因素的影響，內地銀行體系將再迎存款大回
流。不過，路透社引述工行董事長姜建清表示，這次不是

「錢荒」而是「心慌」。

離岸人幣中心論壇今揭幕
香港文匯報訊 人民幣國際化穩步向前，帶動本港離岸

人民幣結算業務急速發展，更成為本地銀行及金融機構的
主要業務。為嘉許擁有卓越人民幣業務表現的金融機構，
由新城財經台、新城數碼財經台、香港文匯報合辦的《香
港離岸人民幣中心年度論壇暨人民幣業務傑出大獎2013》，
於今日假灣仔會議展覽中心4樓君爵廳舉行。

新城電台文匯報合辦

是次活動邀請中聯辦行政財務部部長許琳、中聯辦經濟
部副部長楊益、財庫局常任秘書長(財經事務)區璟智、金管
局助理總裁(外事)朱立翹、證監會投資產品高級總監蔡鳳
儀、港交所股本證券與定息產品及貨幣業務部聯席主管陳
秉強、銀行公會署理主席譚何錦文、立法會議員(金融界)
吳亮星、 生管理學院院長兼金融學教授蘇偉文、新城廣
播董事總經理馬健生、新城廣播副董事總經理宋文禧、香
港文匯報總經理張錦川、香港文匯報財務總監邵詩利及金
融界專業人士出席，見證 擁有卓越人民幣業務表現的各
大銀行和金融機構，並表揚他們在人民幣業務上的傑出表
現，為本港及內地的金融業發展跨進一大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卓建安）對
於內地「影子銀行」問題，有「民企
之父」之稱的慢牛資本創始合夥人及
董事長張化橋表示，內地出現「影子
銀行」的原因之一是負利率實際出
現，不少投資者將資金投入高收益的
理財產品，而加息則有助於縮減「影
子銀行」規模。

負利率致理財產品盛行

張化橋昨日出席一個午餐會時表
示，內地「影子銀行」的規模約23萬
億元人民幣，其多數資金流入房地產

及礦業。現在有關問題仍不足以懼，
因其資金來源之一是股東資本貸款，
槓桿率低。不過，由於現時不少中小
企業較難貸到款，令民間融資息率高
達20至30厘，而中小企業仍要貸款；
另外，目前內地實際出現負利率，不
少投資者將資金投放於高收益的理財
產品，「影子銀行」的規模會越來越
大。若「影子銀行」繼續發展，則有
可能發展成為金融危機。

加息助引導資金返正軌

因此，張化橋建議加息可以令資金
流入銀行系統，減少「影子銀行」的
規模。他在最近的一個網誌中曾經表
示，人行要馬上把利率提高1厘，到
年底再加息1厘。

對於近期內地出現「錢荒」、拆息
飆升的情況，張化橋認為，人行對向
銀行體系注入資金態度審慎，其目的
是為整頓銀行業，不希望銀行太依賴
銀行間的拆借。

IPO半年395億增28%  全賴銀證中煉化

■金鳳凰按計劃進行路演和招股。圖為主席施合作

(左二)及總裁朱新明(左三)出席公司上市活動。

實習記者梁惠珊 攝

■德勤中國歐振興表示，香港上半年集資額雖較去年增加，但仍未能回到金融

危機前水平。 記者張偉民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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