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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 摩根資產
管理昨日公佈去年「摩根投資者信心指
數」，調查顯示，投資者信心在2013年最後
一個季度大幅上升至127點，成為自2010年
第一季度即4年以來新高。反映受訪者對
2014年投資市道相當樂觀。近94%受訪者預
期恒生指數會在未來半年維持在23,000點以
上水平，而上一季只有73%。

上季6成投資者有錢賺
摩根資產管理機構業務拓展部副總裁唐德瑜

指出，投資者對市場如此樂觀，主要因為6成
投資者在2013年第4季錄得投資組合正回報，
而前一季只有不足半數投資者取得正回報。回
顧2013年投資環境、不論是歐美、日本及香
港均帶來不俗的回報，為投資者提供有力的信
心支撐。今年香港股票市場繼續受投資者追
捧，被半數投資者視為最具增長潛力的市場。
摩根資產管理亞洲首席市場策略師許長泰表

示，今年亞洲經濟表現繼續維持良好勢頭，特
別是以出口為主的香港、內地、韓國及台灣等

地區，受惠歐美經濟復甦，新興市場的出口業
務將繼續大幅攀升。再者，環球中央銀行的寬
鬆政策，加上股票估值吸引，資金將會繼續由
現金和債券資產流入股票市場。固定收益國債
及投資等級債因美聯署逐漸減少買債導致表現
持續不濟，但高收益及部分新興市場債仍有一
定發展空間。建議在投資組合維持一定債券比
例作派息及穩定作用。

本季投資組合倍增股票
許長泰表示，自2009年至2013年中，投資
者開始由偏好債券轉為股市投資，在過去半
年的趨勢最為明顯，三分之一投資者傾向在
調查時的下一個季度（即2014年首季）增加
股票在投資組合中的比例，比上次調查上升1
倍。調查同時反映資金由基金流入股市只是
剛起步階段，仍會維持一段長時間，投資者
仍有機會改變投資方向。

今年留意三大不穩因素
投資者最為擔心的是環球通脹、商品價格

上升及內地經
濟改革所帶來
的不確定性等
三 大 原 因 ，
「摩根投資者
信心指數」亦
反映內地經濟
放緩及國家改
革政策均對市
場帶來負面因
素，導致投資
環境不明朗。
許長泰認為，
中央政府避免
地方政府債爆
發，出台相關法規限制基建及借貸導致今年
經濟增長放慢。地方政府債系統性爆發的
機會不大，政府亦有大量資金應對。他建
議，投資內地股市宜選股不選市，今年部
分行業表現突出，看好出口業、內地消費
如旅遊、科網及服務性行業等。

摩根：股民信心4年最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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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公開發
售部分超購逾3558倍的「夜店股」Mag-
num(2080)今日掛牌，但該股在昨日已率先
掀起搶購潮，按照輝立交易場資料，以上
限1.5元訂價的Magnum，其暗盤價昨晚曾
升108%，一度高見3.12元，收市仍報2.8

元，升幅有86.67%。若以每手2,000股計，不
計手續費，每手帳面賺2,600元。

沈振盈：噱頭營造氣氛
訊匯證券行政總裁沈振盈表示，Magnum是

本港首隻夜店股，能成功造成噱頭、營造氣
氛，更主要是發行量不大，投資者「一手難
求」，中籤率只有1%，10萬人認購有9萬人願
望落空，即使以「頂頭鎚飛」，即是以630萬
元認購，亦僅保證得2手，只有部分幸運兒獲
分3手，故此造就該股暗盤被挾升。
但他預計，Magnum縱使今日高開，也未必

能開出2.8元的高價，始終要視乎估值。他舉例
指，早前米格(1247)首日掛牌，亦未能升至暗盤
價；即使該股真的以2.8元左右價格高開，投資
者也不宜貿然追入，持有者可考慮先行沽貨獲
利。

尹燕麗：料會高開低走
六福金融經濟策略師尹燕麗亦表示，若該股

今日高開近一倍，也建議投資者先行獲利，追貨的風險
相當大，她預料該股會高開低走，目前不宜持有。
該股有不少借孖展入「頂頭鎚飛」去認購，630萬元

「頂頭鎚飛」只得2手，但有關利息已達1,400元(以1%
利息計)，未計及其他手續費，單計扣除1,400元利息，2
手獲利只有3,800元(以暗盤價計)。若果Magnum今日掛
牌，升幅低於23%，借孖展去「頂頭鎚」的投資者就會
損手。

Magnum暗盤一手賺2600元
膺「超購王」 暗盤「賺錢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遠威）經過去年中內地「錢荒」
一役後，利率市場對銀行資金情況極為敏感，近日上海銀行
間同業拆借利率（Shibor）出現波動受到關注。匯豐香港區
總裁馮婉眉昨表示，每逢農曆新年前市場資金需求均會增
加，暫時不見系統性資金問題。
息口方面，她指，市場有為美國啟動退市作好準備，整體

而言本港資金情況仍維持充裕。

廣告安排按市場情況調整
有指本港外資銀行抽起某報章廣告是受到政治壓力，馮婉

眉稱，匯豐慣常不會對外討論廣告策略，廣告安排會因應市
場情況作出調整。

匯豐：本港資金仍充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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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遠威）港股受惠內地錢荒
紓緩，恒指昨早一度下跌近120點後跟隨A股回暖，
但走勢遠遜A股。恒指收報23,082點，升49點，主
板成交由上日的644億升至714.4億元。濠賭股在高
位回吐下再被摩根大通唱淡，六大濠賭股昨日全線捱
沽，單日蒸發市值合共571.42億元，對大市走勢構成
阻力。

摩通唱淡 6賭股蒸發571億
濠賭股在本周開始出現回吐，摩通昨早建議「賭

客」「見好即收」，因短期沒有更多利好消息，應趁
濠賭股公布業績前先行獲利離場，資金聽命「拆倉換
馬」，濠賭股沽壓迅即加劇。摩通將美高梅中國
（2282）評級降至中性，該股首當其衝急跌6.58%，
收報32.65元。銀娛（0027）跌5.52%，收報76.95
元；金沙中國（1928）跌4.11%，報61.85元。澳博
（0880）、永利澳門（1128）及新濠（0200）亦分別
跌2.7%、1.83%及1.6%。六大濠賭股昨日單日蒸發
市值合共571.42億元。

「股王」騰訊（0700）仍然強勢，昨升1.35%至
527元，成交額29.41億元；但受惠騰訊入股的華南
城（1668）未能延續4日升勢，昨跌近5%回至4.21
元。中海油（0883）產量目標不符市場期望，再下挫
1.68%，兩日累計跌7.88%，市場認為現時市盈率偏
低可趁低吸納，但原油價格趨下，前景未算明朗。

錢荒紓緩內銀內房股受捧
人民銀行向市場注入逾2,500億人民幣，內銀股普

遍造好。建行（0939）及工行（1398）分別升1.26%
及 1.43%，成交 16.97 億及 14.08 億元。中行成交
11.89億元，無升跌。農行升0.87%。內地房產稅立
法過程可能拖長，內房股有支持，融創中國（1918）
急升7.08%，中海外（0688）及華潤置地（1109）分
別升2.56%及2.29%，世茂房地產（0813）及綠城中
國（3900）亦分別升5.84%及5.65%。
敦沛證券認為，今年正值美國退市及內地推行經濟

改革，港股勢將引發較大波動，恒指年中目標25,000
點，支持為在21,000點，估計上半年仍會由強勢板塊

主導輪流炒作；預測全年恒指目標26,500點。現時恒
指市盈率約10倍，估值仍便宜。

網購熱潮 科網股仍為焦點
敦沛副總裁黃志陽表示，美國退市速度不快，對亞

洲市場衝擊不大，而內地經濟改革造成短期不明朗氣
氛，但下半年有望明朗化。受惠內地環保政策，相關
板塊已獲得追捧，預期下一步可留意內地基建及非銀
行金融股，料金融股長線將會利好，但目前仍受改革
措施影響受壓。而內地網購成為熱潮，中央應有意以
科網媒介刺激消費市場，相信科網股仍將是市場焦
點。

資金換馬濠賭股大回吐

Magnum公布配發結果，股份在港公
開發售部分接獲10.46萬份有效申

請，即股份獲超額認購3,558.2倍，取
代米蘭站(1150)膺本港史上新的「超購
王」。其一手中籤率僅1%，每抽750
手才可穩奪一手。Magnum以招股價上
限1.5元(招股價範圍介乎1至1.5元)定
價，集資淨額9,970萬元。

暗盤飆87%今掛牌料熱炒
挾巨額超購、僧多粥少下，Magnum

上市前暗盤表現未令投資者失望。據輝
立交易場資料顯示，Magnum 暗盤開
市報 2.8 元，較 1.5 元的招股價升
86.7%；之後曾一度高見3.12元，升
1.08倍，收報2.8元。每手2,000股，不
計手續費，一手賺2,600元。有市場人
士指，由於暗盤表現佳，預期 Mag-
num今早掛牌的升幅會更高，全日料升

逾一倍收市。

港燈冷場 5.45元下限定價
相反，重磅新股港燈(2638)公開發售

則相對冷場，電能(0006)宣布，僅以每
個股份合訂單位發售價範圍5.45至6.3
元的下限，即5.45元定價，以此計算，
隨重組及全球發售完成後所有已發行股
份合訂單位的市值將約為481.57億元，
於超額配售權獲行使前，電能預期將因
出售事項而錄得估計收益527億元。
據電能實業於聯交所一份聲明稱，合

共持有電能約38.87%股權的長建(1038)
已申請悉數接納其預留股份合訂單位的
保證配額及亦已於優先發售以超額申請
方式申請額外預留股份合訂單位。
假設全球發售根據目前的時間表完

成，預期股份合訂單位將於本月29日
(下周三)開始在聯交所主板買賣。

老恒和爭一手中籤率20%
至於浙江調味品生產商老恒和

(2226)，市場消息指，老恒和公開發售
超購1,044倍，凍結資金943億元，有
約6.7萬人認購，為了滿足散戶投資者
的需求，該公司會盡力令一手中籤率達
到20%。股份將於本月28日掛牌，保
薦人為麥格理。
而昨日以介紹形式於主板上市的飛尚

無煙煤(1738)，全日收報21.7元，高位

30元，低位16.9元，成交25.95萬股，
涉及金額567萬元。

飛尚無煙煤料今年可轉盈
飛尚無煙煤主席兼行政總裁李非列

表示，公司過去三年一直處於營運虧
損狀態，主要因期內部分礦山受政策
性調整影響，同時進行大規模建設。
他稱有關建設已完成，隨着產能恢復
及政府的整合政策實施後，今年有望
扭虧為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子慢）逾10萬人追捧的夜店股Magnum

(2080)，昨日未上市已封兩王，一為港股史上新的「超購王」，另

憑藉其暗盤價勁升86.7%，一手最多賺2,600元，暫成今年新股暗

盤「賺錢王」。該股今日上市，宣佈以上限1.5元定價，集資淨額

9,970萬元。

■許長泰認為，資金將續
由現金和債券資產流入股
市。 陳楚倩攝

濠賭股昨齊急挫
股號 名稱 昨收(元) 變幅(%)
2282 美高梅中國 32.65 -6.58
0296 英皇娛樂酒店 4.84 -6.02
0070 海王集團 0.325 -5.80
0027 銀河娛樂 76.95 -5.52
8198 新濠環彩 1.31 -5.07
1928 金沙中國 61.85 -4.11
6883 新濠博亞娛樂 114.60 -4.10

■Magnum■Magnum未上市已膺雙料王未上市已膺雙料王。。圖圖
中為主席葉茂林中為主席葉茂林。。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