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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丕正：人民幣維持強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陳遠威）渣打銀行發
表報告，預期美國退市對中國內地的影響溫
和，由於兩地利率水平有別，市場資金可望
持續流入內地，促使人民幣維持強勢。相信
中央政府歡迎美國退市，由於有利收窄兩個
息差，紓緩資金流入內地造成的息口壓力，
而美國經濟復甦亦利好內地出口市場。此
外，該行預期未來數周內地銀行同業拆息將
持續上升，而有關走勢獲中央默許，但預期
下周市場流動性將得以增加，以免錢荒情況
再度出現。

冀更多國家列作儲備貨幣
渣打香港行政總裁洪丕正昨講及對人民幣

的願景時，認為人民幣在未來2至3年將有分
水嶺性的突破，隨人民幣國際化，應用層面
擴闊，日後大宗商品交易或會以人民幣進
行，並可望涵蓋更多目前仍以美元為主的市
場貨幣產品，亦期望有更多國家開始將人民
幣列作儲備貨幣，相信局面一打開，便可逐
漸形成雪球效應。此外，當歐美等地的大型
跨過企業增加使用人民幣進行交易，可形成

的骨牌效應極大。
洪丕正表示，日後各地的人民幣鏈結開

通，將會形成新市場局面，而香港的發展優
勢仍在於有產品靈活性、貿易進出速度及資
金流動性。相信香港將有越來越多人民幣投
資產品出現。
談到未來十年全球經濟增長的火車頭，洪

丕正認為，往後全球經濟增長的動力將集中
在亞洲區，預計明年全球經濟增長3%，當
中西方國家經濟增長3%以下，歐元區增長
僅1%以下，而亞洲整體經濟增長可望大5%
至6%，包括中國內地經濟增長7%以上，相
信未來十年全球經濟仍會大致維持這一景
象。

福壽園升45% 一手賺1480
新股逼爆尾班車 今再有5企齊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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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方楚茵）港交所昨刊發截至
本月13日的2013年市場統計數據，當中香港交易所
旗下證券及衍生產品市場創下多項新紀錄，證券市
場的市價總值首次超越24萬億元，於本月2日創出
約24.3萬億元新高，是自2007年10月底以來新高。
主板及創業板總市值為23.8萬億元，較去年底增
8.21%。本港首次公開招股集資（IPO）再靠內地企
業谷起，較去年底升40.05%至1,258億元。

IPO集資升40%內資佔91%
由年初至本月13日，證券市場的股份集資總額為

3,041億元，較去年底跌0.02%，當中透過首次公開
招股集資（IPO）為 1,258 億元，較去年底升
40.05%，當中91%來自內地企業於港IPO，達1,143
億元，較去年底的814億元升40%。而上市後集資
額約1,783億元，較去年底跌16.8%，當中72%，即
1286億元來自內地企業，較去年底減少4%。
本港上司公司數目總共 1,631 間，按年增加
5.43%，當中787間為內地企業。新上市公司數目達
96間，較去年底64間升50%。96間新上市公司中
68間為內地企業，佔71%，較去年底的45間再升
51%。整體市場日均成交額為630.8億元，較去年底
升17.14%，當中內地企業佔日均成交額的72%，約
331.6億元，按年升24%。
資料又顯示，本港首次公開招股集資金額以165.6
億美元，排名全球交易所第4位，僅次紐約泛歐交
易所、倫敦及納斯達克交易所。股份集資總額則以
348億美元排全球第7，次於排第6的上海。而截至
13日，於港IPO兼集資額最高的公司為「凍資王」
信達資產（1359），集資額達190.4億元，隨後為中
石化煉化（2386） 的 139.4 億 元及輝山乳業
（6863）的116.3億元。
截至本月13日，交易所買賣基金及房地產投資信

託基金的成交金額亦分別創出8,742億元及809億元
的新高，此前交易所買賣基金最高成交額為2010年
的6,045億元及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於2012年的671
億元成交額，債券成交金額達43億元。

衍生產品成交連續7年居首
港交所的證券化衍生產品（衍生權證及牛熊證）的總成交
金額則連續第7年高踞全球首位。衍生產品市場方面，H股指
數期貨及期權、小型H股指數期貨及自訂條款H股指數期權
的成交量今年創出多項新紀錄，當中H股指數期貨成交量達
約1,976萬張，較去年底升24.1%，小型H股指數期貨成交量
達216.2萬張，較去年底升38.6%。另外，多種期貨及期權合
約的未平倉合約張數亦於年內創新高。
而倫敦金屬交易所（LME）於今年首11個月，LME產品

的平均每日成交量為671,948手，去年全年為633,809手，同
期，銅及鎳的總成交量分別創出39,725,442手及12,417,997
手的新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子慢）新股逼

爆尾班車，繼昨日5隻新股齊齊掛牌後，

今日亦將有5隻新股掛牌。雖然撞正美國

退市，但昨掛牌的5新股均逆市上升，更

帶動主板成交由周三的520.63億元增至

743.21 億元。其中備受關注的福壽園

(1448)升 44.74%，成為今年新股的升幅

王，每手賬面賺1,480元。但今日掛牌的5

隻新股暗盤表現參差，明顯比昨日掛牌的

遜色，今年新股「集資王」光大銀行

(6818)更是於暗盤開市初段已沉底，其餘

4新股升幅亦僅為1%至5%。

內地殯儀業龍頭福壽園(1448)，開市後最高見
5.54元，較招股價3.33元，一度高出63%。全

日收4.82元，較上市價高近45%；成交4.63億股，
涉資23.8億元。不計手續費，每手1,000股，賬面
利潤1,480元。居今年以來新股首日升幅王榜的首
位；惟其賬面利潤遜於暗盤表現的1,870元，未能
取代雲遊(0484)成為今年新股賺錢王，更被同日上
市的海螺創業(0586)以每手1賬面利潤1,620元後來
居上，屈居今年新股賺錢王的第三位。
福壽園主席白曉江表示，公司未來拓展會首選一
線城市及經濟發達的二線城市，省會城市及四大直
轄市為考慮重點。他強調，內地發展空間龐大，集
團公司會有序擴張。該公司去年內地殯儀業市佔率
為1%，是內地最大的殯葬民營企業。

海螺創業力擴節能環保比重
而居今年新股賺錢王第二位的海螺創業，首日掛牌
表現遠勝暗盤價，股價以15.4元開出，持續強勢，最
高見17.66元，全日收16.8元，較上市價13.56元，
升近24%；全日成交9,883萬股，涉資16億元。不計
手續費，每手500股，賬面利潤1,620元。
公司主席郭景彬於上市儀式時料未來水泥價格升

勢持續。他又認為，內地垃圾發電等節能環保業務
將有爆發性增長，料公司有關業務收入佔比將大幅
提高，未來擴張業務將以併購為主。

5新股暗盤參差 最多升5%
至於今日於主板上市的光大銀行、中國創意家居

(1678)、東江集團(2283)、富貴鳥(1819)及龍光地產
(3380)，他們的暗盤表現參差，據輝立交易場資料
顯示，除光行外，其餘4新股均較招股價升1%至
5%，每手賬面賺36元至180元，惟表現比昨日掛牌
的5新股差距甚遠。另連同於創業板掛牌的思城控
股(8320)，今日上市的新股多達6股。
今年新股「集資王」光大銀行暗盤價微潛，據輝

立交易所資料顯示，光行暗盤收報3.88元，較招股
價3.98元跌2.51%，每手1,000股，不計手續費，一
手蝕100元。
有市場人士估計，光行今日上市後表現會與其暗

盤相若；又認為，光行的聲譽一般，只是個別事

件，不會影響之後來港上市公司的股價，但可能會
對再來港上市的銀行股有影響，尤其是中小型銀
行。但長遠來講，影響不大。
光行每股H股定價為3.98元，略高於招股範圍
3.83至4.27元的中位數，公開發售超購0.91倍，一
手1,000股中籤率為100%。國際配售部分亦錄得適
度超額認購。

哈行傳暫擬下月遞上市申請
另外，有市場消息指，哈爾濱銀行暫擬於明年1
月遞交上市申請，計劃明年上半年來港上市，初步
料集資不少於10億美元(約78億港元)，或將成為近
一年來第四隻來港掛牌的內銀股。據悉，該行早前
初步選定兩間投行為保薦人，以加強承銷團陣容。
而大理石生產商雅高礦業(3313)已於昨日中午截

止公開發售，市場消息透露，其公開發售未獲足額
認購，惟因國際配售已獲超購，足以彌補公開發售
部份，料會如期於本月30日掛牌。

昨日上市新股表現

名稱

福壽園(1448)

中國海螺創業(0586)

康臣藥業(1681)

嘉里物流(0636)

環亞智富(1390)

製表: 記者黃子慢

招股價
(元)

3.33

13.56

4.36

10.2

3.59

每手股數

1,000股

500股

1,000股

500股

1,000股

超購倍數

680.3倍

15.51倍

128.5倍

36倍

85.7倍

收市變幅

+45%

+24%

+12%

+0.2%

+29%

一手賬面
利潤

賺1,480元

賺1,620元

賺 540元

賺 10元

賺1,030元

今日掛牌新股暗盤表現

名稱

中國創意家居(1678)

光大銀行(6818)

東江集團(2283)

富貴鳥(1819)

龍光地產(3380)2.1

資料來源: 輝立交易場 製表:記者黃子慢

招股價
(元)

1.8

3.98

1.1-1.4

8.81

2.1

每手股數

2,000股

1,000股

2,000股

400股

2,000股

超購倍數

29%

0.91倍

2.3倍

不足額

輕微超購

暗盤表現

+5%

-2.51%

+4.8%

+1.022%

+2.38 %

一手賬面
利潤

賺 180元

蝕 100元

賺 120元

賺 36元

賺 100元

銀行界料2015年前加息機會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陳遠威）美國聯儲局
明年1月開始每月削減買債規模100億美元令
市場大為緊張，預期將對全球投資市場造成
短期震盪，但聯儲局亦表明若通脹水平未達
標，將會延長低息環境。
渣打香港行政總裁洪丕正昨與傳媒聚會時

表示，美國啟動退市時間略較預期快，反映

美聯儲對當地經濟有信心；而削減幅度溫
和，相信亞洲市場資金未必會在短期大量流
走，亦不認為減少買債後市場利率會即時上
調。預料美國加息要在2015年後期才發生，
銀行界會確保資金穩定性。
銀行界普遍認為，2015年下半年美國方會

將基準利率回復至正常水平。洪丕正同樣認
為，美國退市後，考慮到當地經濟穩定性，息
口不會快速上調，預計2015年後期才會加
息。按目前市場情況，他認為香港加息的機會
不大，由於港元利率不會與美國息口有太大脫
節，難言香港會在美國加息前率先調整。
他指，除非本港有大量資金流走，市場流

動性受影響，同業便會據供求變化上調存息
吸引資金，但不認為短期會有大量資金流走
的情況發生。目前市場未有受退市消息影響
造成太大波動，資金亦未見大量流走，可見
市場或已對退市有所消化，相信短期造成的
市場影響不大。

滙豐香港區總裁馮婉眉透過電郵表示，美
國決定減慢買債步伐的長遠影響尚未明朗，
惟有可能引起短期市場波動。

馮婉眉：減買債或致市場波動
由於聯儲局將維持寬鬆貨幣政策，該行現

階段沒有急切需要調整存款及貸款利率，並
會繼續注視啟動退市所引起的市場反應，及
對經濟金融所帶來的影響。滙豐昨宣布維持
最優惠利率5厘水平不變。
渣打銀行昨早發表報告，預期美聯儲未來
每次議息會議後均會宣布縮減每月買債規模
100億美元，故推算將在8至9個月內完成所
有縮減過程，並將於2015年第四季至2016年
第二季期間加息。洪丕正預期，美國10年期
國債孳息率將受直接影響，但近兩個月市場
已對退市有所準備及消化，長期利率已逐步
上升。該行料未來3至6個月美債孳息率將升
至3至3.5厘。

■渣打香港行政總裁洪丕正（中）昨與客戶
及同事歡度聖誕。 陳遠威 攝

■■左起左起：：福壽園主席白曉福壽園主席白曉
江江 、、 環 亞 主 席環 亞 主 席 KaoruKaoru
HauashiHauashi、、海螺創業董事海螺創業董事
長郭景彬長郭景彬、、康臣藥業主席康臣藥業主席
安郁寶安郁寶、、嘉里物流主席楊嘉里物流主席楊
榮文榮文。。 張偉民張偉民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