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 記 者

涂 若 奔 ）美
國總統奧巴
馬提名耶倫
接任美聯儲
主席，本港
財金界人士
普遍給予正
面評價。花
旗港澳區行
長兼行政總
裁盧韋柏昨
日表示，耶

倫已在美聯儲工作多年，接任主席後無論是對經濟還是
對社會，都有很好的穩定作用，相信美聯儲未來的貨幣
政策不會有很大改變。

料延遲至明年才減少買債

至於何時「退市」，盧韋柏表示則要視乎美國的就業

和樓市復甦表現，如無意外將會延遲至明年才開始減少
買債，到2015年或2016年才會加息。

被問及美國兩黨爭拗會否導致債務違約危機時，盧韋
柏表示，美國歷史上有17次陷入「政府癱瘓」，時間從1
日到逾20日不等，今次癱瘓10餘日雖然算嚴重，但歷史
上不乏較此次更糟糕的情況，相信兩黨在死線前能達成
共識，債務違約的機會很低。至於對香港的影響，他稱
認同金管局的看法，未見到近期有顯著的資金流出現
象，但也無顯著流入，資金流大致維持穩定。

渣打：兩黨最終可達共識

渣打香港高級經濟師劉健 亦在另一場合表示，耶倫
現時已是美聯儲副主席，對政策參與度高，亦與現任主
席伯南克理念相近。她若成功坐正美聯儲主席位置，將
增加政策持續性，為市場增添信心。他亦預期，美國兩
黨最終會在「死線」前達成解決方案，若債務限期成功
拖延六個月，有助穩定市場對美國債務違約的憂慮，對
美國經濟不會有很大影響。他又強調，美聯儲縮減量寬
規模的消息，對市場造成的困擾已成為過去。而本港根
基良好，即使仍面對外圍不明朗因素，預料美元兌港元

仍穩步貼近7.75的強方兌換保證匯率水平。

中銀：退市步伐或會緩慢

中銀香港發展規劃部經濟研究處經濟研究員卓亮也發
表報告指出，耶倫作為伯南克接任人選，能夠保持美國
貨幣政策的延續性。耶倫一向認為通脹是可以承受的代
價，主張適當刺激通脹以降低失業率，因此被認為是

「超級鴿派」。可以預見在耶倫執掌聯儲局期間，雖然雙

重目標的字眼不會改變，但實際上勞工市場的表現或將
更接近成為單一目標。他稱，耶倫的提名對經濟及市場
均有 重要啟示，由於耶倫一直是量化寬鬆政策的忠實
支持者，聯儲局退市步伐或會相當緩慢。

麥格理：量寬政策將延續

麥格理發表研究報告亦指，無論是現任的美聯儲主席
伯南克，還是接任的副主席耶倫，一直都是主張「鴿派」
的言論，即是反對提早「退市」，雖然自去年12月美國
整體的失業率下跌，但反映經濟活動人口佔勞動年齡人
口的勞動參與率，亦都有所下跌，故相信耶倫會較傾向
於維持量化寬鬆措施較長一段時間，提早開始「退市」
的機會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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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資料 2013年10月10日

人民幣公斤條現貨金交收價 256.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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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新股今齊掛牌 破紀錄
勢逼爆港交所 上市儀式打破慣例提早舉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遠威）現任美聯
儲局副主席耶倫落實接任下屆主席，預期
量寬延續，美股反彈，港股昨早高開43
點，但市傳上海自貿區或將推出國際板的
消息， 指午前瞬即倒跌290點，失守
23,000點關口低見22,743。午後上交所透過
微博否認傳聞，加上美國共和黨有意短期
提高債務上限紓困，大市跌幅收窄，惜未
能重返23,000， 指收報22,951點，延續前
日走勢跌82點；國指收報10,460點，跌45
點。單日成交557.36億元，拋空額47.56億
元佔大市成交11%。

上交所否認 指仍失守23000

騰訊（0700）繼續回吐，收報409.8元
跌0.97%；中海油（0883）收報15.54元跌
1.27%；建行（0939）收報5.98元跌
0.83%。三隻股份合共拖低 指38點。匯
控（0005）隨大市回穩，收報83.45元升
0.18%；中移動（0941）跌幅逐步收窄，
收報84元跌0.18%。和黃（0013）在百元
大關前止步後市場熱情降溫，收報97.2元
跌0.46%。

零售股捱沽 二線濠賭股炒上

內地《旅遊法》實施後的首個黃金周，
本港零售業銷情大失所望，零售餐飲股捱
沽。莎莎（0178）銷情遜預期跌5.86%，卓
悅（0653）更下挫8.43%。百麗（1880）亦
錄得2.56%跌幅，收報11.42元。周大福

（1929）、周生生（0116）及米蘭站（1150）
則分別跌2.7%、2.7%及2.2%。大家樂

（0341）及大快活（0052）則分別跌1.94%
及0.74%。翠華（1314）獲瑞信唱好，料未
來3年營運盈利複合年增長可達75%，股價
昨急升11.18%收報5.27元。

二線濠賭股走勢強勁，澳門勵駿（1680）
急升12.68%，收報4元創上市新高，接近全
日高位收市。實德環球（0487）回勇反彈
12.2%，收報0.46元；奧瑪仕亦錄得8.62%
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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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交所提高美國庫債券折扣率
香港文匯報訊 據彭博消息，隨 美國10月17日上調舉債

上限截止日期的臨近，為應對美國可能發生債務違約，港
交所（0388）上調作為滿足保證金要求抵押品的美國國債
的折扣率。

提高H股期指合約保證金15%
港交所通告表示，從昨日開始，對於指數期貨和期權的

保證金，期限不足一年的美國政府國庫債券的折扣率從1%
提高至3%，期限長於一年的美國政府國庫債券的折扣率不
受影響。港交所又把H股指數和小型H股指數期貨合約的
保證金水平提高約15%。

港交所發言人陳涓涓表示，美國可能出現債務違約。她
說，這正是港交所密切關注其清算所和市場的運營狀況的
原因，交易所將一如既往採取適當的風險管理措施。

澳大利亞國民銀行利率研究主管Skye Masters表示，對於
美債市場來說，一般觀點是預算和舉債上限的問題可能最
終還是會得到解決，但10月17日和之後幾周到期的債券則
感受到壓力，市場比較害怕美國債務違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子慢）港交所

（0388）失之桑榆，收之東隅，雖然集資達千

億元的阿里巴巴昨決定放棄在港上市，但漏

夜趕科場的新股依然絡繹不絕，今日更破紀

錄有6隻新股齊齊於主板及創業板掛牌上市。

港交所為同時安排6家公司的上市儀式，儀式

更由慣例的9時提早至8時15分。而巨星國際

(2393)及中國綠島科技(2023)上市前，昨日暗

盤價分別最多升10.2%及6.25%。

將於今日掛牌的6隻新股中，以中國綠島科技超購
倍數最多，公開發售超額認購30.83倍，申請一

手的中籤比率為100%。於啟動回撥機制後，分配至
公開發售的股份數目已增加至3,000萬股，佔全球發售
總數的30%。另外，配售部分亦已獲適度超額認購，
配售的最終股份數目為7,000萬股，佔全球發售總數的
70%。

綠島超購30倍最勁 人人有份
該股以每股0.8元定價，為招股價範圍0.72至0.89元

的中間價，公司所得淨額為5,926萬元。綠島上市前暗
盤價初段上升5%，後期升幅擴大。據輝立交易場資
料顯示，綠島暗盤開市報0.84元，高見0.86元，收報
0.85元，升6.25%，每手4,000股，不計手續費，一手
賺200元。至於耀才新股交易中心，綠島暗盤價曾一
度高見0.84元，收報0.83元，升3.75%，不計手續費，
一手賺120元。

巨星暗盤升10% 一手賺350元
而內地彩色相紙供應商巨星國際公開發售部分則超

購6.92倍。該股發售價已釐定為每股1.38元，略高於
招股價範圍1.11至1.55元的中間價，公司所得淨額約
1.078億元。而暗盤表現較與綠島造好。據輝立交易場
資料顯示，巨星暗盤開市報1.42元，較招股價1.38
元，升2.9%，之後升幅擴大，高見1.52元，升
10.2%，並以高位收市，每手2,500股，不計手續費，
一手賺350元。至於耀才新股交易中心，巨星暗盤高
見1.39元，升0.72%，以高位收市，不計手續費，一
手賺25元。

除以上2隻新股於主板上市外，還有藥品分銷商萬
嘉集團（0401），惟該股不集資，以介紹形式上市。

3股配售上創業板 輕微超額

另外，今日於創業板上市的新股還有御藥堂
(8185)、港深聯合物業管理(8181)及毅高國際(8218)，不
過，3股的配售反應亦未見熱烈。當中御藥堂配售股
份獲超額認購約兩倍，而公司已有條件地配發予合共
163名經選定個人、專業及機構投資者。該股配售價
為每股1.07元，即為配售價範圍0.76至1.07元的上限定
價，公司所得款項淨額估計約1.19億元。

港深聯合物業管理提呈發售的1億股配售股份僅獲
輕微超額認購；配售價為每股0.33元，屬配售價範圍
0.3至0.5元的近下限定價，公司所得淨額估計約1,750
萬元。公司根據配售，並已有條件地分配予合共137

名經選定個人、專業及機構投資者。
EMS供應商毅高國際6,000萬股配售股份獲足

額認購，並已有條件地分配予合共138名經選定
個人、專業及機構投資者。該公司計劃以配售價
每股0.6元，配售6,000萬股，公司所得淨額估計
約2,512萬元。

雙匯擬明年來港上市籌78億

市場消息亦指，剛於上月底收購全球最大豬肉供應
商史密斯菲爾德(SmithField)的雙匯國際擬明年赴港上
市，集資額約10億美元(約78億港元)。據了解，雙匯
國際前期投資者包括淡馬錫、高盛及鼎暉投資等，雙
匯國際完成收購後，將開始架構重組，完成後擬明年
來港上市，所持資產除史密斯菲爾德外，亦包括旗下
於深圳上市的雙匯發展的股權。

阿里巴巴放棄在港上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遠威）阿

里巴巴來港上市告吹。阿里巴巴集團
首席執行官陸兆禧昨在公司杭州總部
接受路透社訪問時表示，由於港交所
對於以合伙人方式上市這種創新治理
架構，仍需要時間研究及消化，公司
已經決定不在港上市，但指公司目前
尚未承諾在任何其他交易所上市，包
括紐約證交所。

港拒為合伙人制開綠燈

阿里巴巴提出以合伙人制的方式上
市，只容許合伙人提名董事會成員，
以讓持股不足8%的主席馬雲「以小
控大」，上市後繼續維持公司控制
權，惟有關設計有違港交所同股同權

的上市原則。港交所(0388)為挽留這
一超重磅新股，行政總裁李小加撰文
力促本港檢視同股同權制度，但市場
討論數月，並無共識。

財庫局局長陳家強前日出席立法會
會議時，更一錘定音，透露港交所現
時沒計劃就新股上市時採取不同股權
的建議展開公眾諮詢，暗示阿里巴巴
若堅持用合伙人制度，就不可能在港
上市。

陳家強強調，本港市場的獨特因素
及法律環境，必須堅持保護投資者的
上市規則，任何變動都要小心處理，
並指如果是屬於保護投資者的規則，
或是長期以來得到市場認同的觀點，
就應該堅持。

神州租車有意轉港上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

道）內地租車業務正日益紅火，而內地
最大的租車企業神州租車也將重啟上市
征途。不過，據神州租車有關負責人表
示，此次神州租車上市的地點或將從美
國改為香港。記者最近獲悉，因受去年
美國「中概股」遇冷等影響，神州租車
2012年不得不取消了赴美上市計劃。

神州租車負責人透露，對於公司上市
有兩個選擇，一個是香港，一個是美
國。「因為亞洲的投資者，總體上會更
加認可神州的商業模式，因此香港的可
能性會大一些」。

據了解，截至目前，神州租車的車輛
規模接近6萬台，車輛總數超過行業第2
名到第20名的總和。神州租車的服務已

經輻射到全國66個主要城市和52大機
場，服務網點約700家，服務個人客戶
超過130萬、企業客戶過萬家。

今年收入料25億至30億

據介紹，從2009年到2012年，神州租
車每年營收複合增長率達到215%，2011
年企業收入為7.76億元(人民幣，下同)，
2012年達到了16億多元，今年預計將達
到25億元至30億元左右。與此同時，神
州的車輛採購訂單也越來越大。神州租
車相關負責人稱，「2010年的時候公司
買了1萬多台車，2011年的時候買了2萬
多台。今年最終的採購量是4萬台左
右。主要的廠商分別是通用、豐田、本
田等。」

美國政府五次債務違約
債券名稱 違約年份 違約方式/原因

大陸貨幣 1779 國會承諾其發行的大陸貨幣能夠被贖回成銀，但最終無力兌換

大陸國內債務 1782 國會無力償還內債，更立法將其勾銷

綠鈔 1862 國會承諾其發行的綠鈔能夠被贖回成黃金，但發鈔5個月後便無力兌換

自由債券 1934 國會承諾債務以黃金償還，但總統羅斯福最終拒絕以黃金支付，同時將美元貶值4成

美國國債 1979 在債務上限談判期間，財政部由於行政疏忽，未能及時償還1.2億美元債務

來源：中銀香港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涂若奔

花旗：耶倫掌聯儲利穩定市場

今日6隻掛牌新股資料
公司 集資淨額(元) 招股價(元) 每手股數 認購反應 輝立暗盤收市價 變幅(%)

巨星國際(2393) 1.078億 1.38 2,500 超購6.92倍 1.52元 +10.2

中國綠島科技(2023) 5,926萬 0.8 4,000 超購30.83倍 0.85元 +6.25

萬嘉集團控股(0401) - - 5,000 - - -

毅高控股(8218) 2,512萬 0.6 4,000 足額認購 - -

御藥堂(8185) 1.19億 1.07 4,000 超購2倍 - -

港深聯合物業(8181) 1,750萬 0.33 8,000 稍微超購 - -

製表：記者 黃子慢

■劉健 稱，耶倫接掌聯儲局，將增加

政策持續性。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