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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資料 2013年10月23日

人民幣公斤條現貨金交收價 261.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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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憂內地錢荒 港股大散水
跌逾300點穿二萬三 成交719億沽壓重

脆弱五國投資風險全球最危

劉央入飛普華和順1.3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楚茵）貝萊德昨發
表主權風險指數（BSRI）最新季度報告，統
計焦點集中於美國及「脆弱五國」，即巴西、
印度、印尼、南非及土耳其五國。是次以「償
付意願」為主題的季報顯示，挪威、新加坡及
瑞士的償付意願為頭三位，最差首三位為希
臘、委內瑞拉及埃及，歐豬國的葡萄牙及意大
利分別排尾4及尾5，中國則排第19位。

顧慮龐大經常帳赤字

而因美國政局日趨失衡，拉低了美國在「償
付意願」一項的評分，但自2011年中旬以來，
美國BSRI評分仍錄得正面上升，主因為財政
赤字收窄，銀行業情況亦較以往健康。而投資
者對「脆弱五國」的主要顧慮來自龐大的經常
帳赤字，但五國外部財政狀況一項，均較過去
發生金融危機時更為穩健。當中，印度及南非
則因國內財政狀況一項拖低整體排名，兩國預
期在2014年將出現龐大的財政赤字；反觀「脆
弱五國」的其他三國財政狀況則較健康。
當中，印尼償付意願錄得上升，除出因原來

分數基數較低外，亦因競逐明年總統選舉的雅
加達改革派市長佐科威在民意調查中領先。台
灣排名則跌至第7位，因今年內接連有部長請
辭，以致馬英九「總統」的管治受創，菲律賓
排名升至第21位，因該國政府效率獲世界銀行
調高評級，以及貪污狀況獲得改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嘉銘）署
理財庫局局長梁鳳儀昨表示，當局
並無計劃就《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88條提出修改，認為現時的安
排，證監會可在裁判法院提出簡易
檢控的權力，起訴一些較為輕微的
案件，可達致有效監管證券市場、
維持市場公平有序運作的政策目
標。

保留權力可達致有效監管

梁鳳儀昨出席立法會「檢討證券
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的職能」動
議辯論時指，證監會在執行監管職
能及行使其法定權力包括檢控權力
時，是受到多項措施制約，確保其

有高度問責性及公平公正。她強調，證監會任
何主要的政策包括監管政策及重大的執法決定
必須由董事會通過，而《證券及期貨條例》就
訂明，由政府委任的證監會非執行董事必須多
於執行董事，以確保董事會對證監會行政人員
的工作，起到監察與制衡的作用。
再者，證監會只能在裁判法院提出簡易檢

控，通常是用於一些較輕微的案件。至於較為
嚴重的罪行，只有律政司刑事檢控科在區域法
院或原訟法庭進行，在未收到律政司的意見指
案件如何檢控前，證監會不會就任何市場失當
行為案件展開程序，當事人亦可以就證監會個
別規管決定向證券及期貨事務上訴審裁處申請
覆核。加上有程序覆檢委員會覆檢中介人發牌
及處理上市申請等事項，可確保行事公平公
正。

有制衡措施確保公平公正

梁鳳儀認為，上述一系列的制衡措施已經達
致該政策目標，並指何俊仁議員提出的「應容
許市民以公眾利益為理由，向證監會查閱檢控
文件」的意見並不可取。她解釋，證監會調查
時所取得的資料，有關資料可能包括市場敏感
資料，部分更可能是以其法定權力就所調查的
個案所取得，發放予市民可能會影響有關的刑
事檢控程序，而被調查人士以及協助調查的人
士，包括舉報有關個案的人士均有可能受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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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上交所昨公告，因華泰
柏瑞滬深300ETF融資餘額已超過75%上
限，依據相關規定，自周三起暫停該標

的券的融資買入。
公告指出，截至周二，華泰柏瑞滬深

300ETF的融資餘額已達其上市可流通市

值的75.469%。何時恢復融資
買入，上證所將另行通知。
據公布信息，截至周二，華

泰柏瑞滬深300ETF的融資餘額達111.57
億元人民幣，佔滬市總融資餘額的
5.4%，為滬市最大融資品種。

5月上證所將ETF納入融資融券品種，
6月將融資餘額佔比上限提高到75%。其
餘股票品種的融資餘額佔比上限為
25%。近期上海證交所已兩次警示華泰
柏瑞滬深300ETF的融資餘額比逼近警戒
線。

上證所警示滬深300ETF風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

子慢）內地醫療器械公司普
華和順(1358)昨舉行推介
會，獲西京投資主席劉央到
場支持。劉央於會後表示，
已向管理層確認，將認購是
次融資額約10%的股份。她
又指，看好健康醫療行業，
料未來有20至30%的增長保
證；並表示目前正在觀察4

隻新股，主要為健康醫療及資訊科技兩大板塊。
劉央指，相比起同為內地醫療業新股先鋒醫藥

(1345)，她認為普華和順的毛利率和淨利率較好，故較
看好後者。惟先鋒醫藥主席兼首席執行官李新洲在公司
記招上直指，對普華和順不甚了解，又指先鋒醫藥主要

經營進口醫藥產品的分銷，兩家企業的營運模式不同，
故不方便評論。
而主要從事輸液器、骨科植入等醫療器材銷售的據普

華和順，其初步招股文件顯示，公司擬發行4億股，
90%國際配售，10%公開發售，另設15%超額配股權。
股份將於下周一(28日)至下周四(31日)公開招股，31日定
價，11月8日掛牌。每手買賣單位1,000股，獨家保薦人
為大摩。
市場消息指，該股每股招股價介乎2.6至3.38元，集資

最多約13.5億元，入場費約為3,414元。 而是次集資所
得淨額中約50%用於擴充產能及研發新產品，約30%用
於其擴大業務的資金，約10%用於拓展銷售團隊，餘下
約10%則用作營運資金及一般企業用途。
至於中國先鋒醫藥擬發行3.33億股新股，每股招股價

介乎4.1至5元，集資淨額最多約15.84億元。

先鋒醫藥擬力拓綜合營銷
公司上半年整體毛利率按年由30.8%減少至29.6%，

李新洲表示，今年下半年公司的醫療器械新產品有望獲
批推出，由於該產品不屬發改委的價格管制範圍內，故
有自定價格空間，有望帶動整體毛利率顯著提升；市場
總監汪韜補充，公司業務主要分為綜合與主要客戶愛爾
康的訂單，其中綜合營銷具較高毛利率，公司未來將集
中發展該板塊，以改善利潤空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卓建安）昨日內地銀

行同業拆息上升，資金再現緊張，加上9月份

內地房價大幅上升引發市場擔心政府將推出新

的房地產調控措施，A股挫逾1.25%下，令港股

受壓。昨日 指23,000點關口不保，收市報

22,999點，跌316點或1.36%，10天和20天移

動平均線失守，主板成交額更擴大至719億

元，顯示沽壓較大。

近日人行停止進行逆回購，引發資金開始緊張，昨
日上海隔夜銀行同業拆息上升72.8點子至3.78

厘，一星期同業拆息亦上升43.4點子至3.992厘；再加上
9月份內地房價大幅上升，一線城市的升幅更大，令市
場擔心中央有可能在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推出新的房
地產調控措施，A股下挫，上證綜指又跌穿2,200點關
口，收市跌1.25%至2,183點。

人行停逆回購 銀行拆息飆

港股昨日承接美股上升高開139點，之後更升189點至
全日的高位23,505點，但午後在內地A股跌勢轉急的打
擊下，港股一瀉如注，臨近收市更下跌345點至22,970
點，收市亦下跌316點，高低波幅更達535點。國企指數
昨日收市報10,457點，跌196點，跌幅達1.84%。昨日有
49隻牛熊證被「打靶」收回，其中包括前日和昨日剛上
市的24隻牛熊證。
昨日中資電訊股、內銀股和騰訊（0700）引領港股下

跌，其中中移動（0941）和中聯通（0762）收市分別跌
2.44%至80.15元和4.75%至12.02元，建行（0939）和工
行（1398）收市分別跌2.33%至5.87元和2.22%至5.28
元，騰訊亦下跌2.05%至430.2元。不過，昨日匯控
（0005）股價表現則頗為硬朗，收市僅跌0.14%至84.6
元，否則港股昨日跌幅將更大。

內銀內房捱沽 49牛熊證打靶

其他板塊方面，內房股昨日表現亦不佳，世茂房地產
（0813）和富力地產（2777）收市分別跌5.56%至18.7元
和4.37%至12.7元，華潤置地（1109）收市亦跌2.9%至
21.8元。
凱基證券亞洲營運總裁鄺民彬昨日表示，最近港股因

憧憬美國「退市」步伐放慢升幅顯著，不過，內地方面
則擔心美國「量寬」持續，有海外游資流入推高資產價
格，因此最近內地資金有收緊的情況，其中包括人行停
止逆回購，昨日上海銀行同業拆息亦應聲上升。
鄺民彬續稱，預計未來一段時間人行仍會維持偏緊的

貨幣政策，但預計出現6月份嚴重「錢荒」的機會不
大。他指出，若未來內地資金仍偏緊，短期A股將繼續
受壓，對港股亦有不利影響。他預計近期港股下跌的支
持位為22,500點，而上升的阻力位仍為23,500點，短期

港股將在有關區間上下波動。

後市走勢看匯豐PMI內銀季績

至於建行（0939）將於明日拉開內銀股公布今年第三
季度業績的序幕，其業績對內銀板塊以及港股的影響，
鄺民彬認為，這要看建行的業績情況而定。另外，今日
匯豐將公布10月份中國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預覽（即初
值），投資者亦需要留意。

鄺民彬指出，在本月底之前，港股可能仍比較疲弱，
但隨 本月底美聯儲開完議息會議以及下月十八屆三中
全會的召開，不排除市場氣氛會轉趨樂觀。
A股昨日受壓，創業板指更是直線跳水，一度跌超

4%，收盤兩市股指跌破短期均線，滬指報2,183.11點，
跌幅1.25%，離年線一步之遙。成交1,257億元（人民
幣，下同）；深成指報8,512.96點，跌幅1.24%，成交
1,381億元。

■香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署理局長

梁鳳儀。 資料圖片

■港股昨搶高後掉頭急跌316點收市。 新華社

內房股錄得不同跌幅
編號 股份 收市價(元) 跌幅(%)

0813 世茂房地產 18.70 -5.56 

3333 大地產 3.35 -3.46  

1109 華潤置地 21.80 -2.90 

3377 遠洋地產 4.79 -2.64

2007 碧桂園 5.35 -2.37

0119 保利置業集團 4.69 -2.29

0817 方興地產 2.67 -1.84 

0688 中國海外發展 23.65 -1.66

0960 龍湖地產 12.90 -1.53 

0410 SOHO中國 6.73 -1.18

3383 雅居樂地產 9.17 -0.97

0123 越秀地產 2.16 -0.46

■先鋒醫藥主席、首席執行官李新洲(中)。 張偉民 攝

■西京投資主席劉央。

■普華和順集團首席執行官姜黎威(中)。 張偉民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嘉銘）市
傳廣州市政府旗下越秀集團就收購
創興銀行(1111)之交易已接近達成協
議。據《彭博》昨引述匿名知情人
士透露，最快於本周內宣布有關收
購事宜，創興銀行股價昨逆市收升
7%，收報37.4元，股價創歷史新
高，市值達162.69億元。母企廖創
興企業(0194)昨亦漲5.52%，收報
19.88元。不過，創興銀行發言人及

越秀集團均拒絕就此消息置評。
越秀集團此次若成功收購創興銀

行，將是自2009年招商銀行(3968)收
購永隆銀行後，再有中資機構收購
香港銀行。創興銀行現時有53間分
行，當中包括一間澳門分行及內地
分行。創興銀行於8月份曾表示，有
幾個買家一直在洽談中，而且去年
該銀行任命劉惠民擔任行政總裁，
是創立該銀行的廖氏家族首度聘請

外部人士任此要職。
廖創興企業由創辦創興銀行的廖

氏家族控股，廖氏家族現持有創興
銀行約60%股權。除越秀外，市傳
競逐創興銀行的買家多達5名。
事實上，越秀為併購創興銀行，

已做了充足的財務準備。日前路透
旗下基點引述消息指，越秀安排一
筆34億元的3年期銀團貸款，用作新
債償舊債之用。該銀團貸款利率為
香港同業拆息加235點子，貸款為公
司在2010年的一筆同等金額貸款提
供再融資。

賣盤傳好事近創興再破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子慢）今日(24日)將舉行投
資者推介會的重慶銀行(1963)，市傳其國際配售已超額
認購，並獲中渝置地(1224)主席張松橋大手認購。
據路透社消息，該股將發行約7億股股份，招股價介

乎5.6至6.5元，集資最多約46億元。安排行包括高盛、
大摩、農銀、交銀、建銀等。報道又指，重慶銀行股東
之一的社保基金將減持部分股份。
亦有市場消息透露，重慶銀行正與其基礎投資者之一

加拿大國民銀行，洽談未來業務的合作；加拿大國民銀
行是次在重慶銀行招股時，斥1,000萬美元，成為基礎
投資者，據悉這是該加拿大銀行首次投資中國市場。
除加拿大國民銀行、重慶北 投資及中國富強這3個

基礎投資者外，消息指，重慶銀行現有股東渝富及大新
銀行(2356)亦會在今次重慶銀行招股時「入飛」認購。

張松橋傳大手認購重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