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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小跌15點沽空反增
4日累挫1121點 分析員：續在22000關爭持

人行放水 滬指收漲0.26%

雖然隔夜美股繼續下跌，但由於
新興市場貨幣略為回穩，港股

昨日喘定。恒指開市微升 36 點至
22,012點，重上22,000點關口，但升
勢未能持續，一度下跌83點至21,892
點，不過很快又反彈，最多曾升46
點，收市則微跌15點。不過，昨日港
股即月期指在夜間交易時段跌48點至
21,961點，較現貨市場高水1點。國
企指數昨日收報9,763點，跌28點或
0.29%。港股昨日主板成交額達729
億元，較前日的886億元縮減。

主板沽空比率達12%
雖然港股昨日回穩，但值得注意
的是昨日港股沽空頗為活躍，主板
沽空比率高達12%，仍處高水平，
並較前日大跌市10.8%的沽空比率進
一步增加。其中沽空金額最多的為
騰訊（0700），全日沽空額高達
12.19億元，沽空比率達26.9%；沽
空額排第二的為安碩A50（2823），
全日沽空金額達6.21億元，沽空比
率達47.2%；沽空額排第三的為平保
（2318），全日沽空金額達4.16億
元，沽空比率達24.5%。

科網板塊接力反彈
繼前日濠賭股率先反彈後，昨日科
網板塊接力反彈。其龍頭股騰訊
（0700）收市升2.78%至503元，重

上500元關口，成交額高達45.32億
元，仍居港股首位。騰訊持有權益的
金山軟件（3888）計劃分拆旗下信息
安全軟件業務往美國上市，其收市升
5.32%至24.75元；網龍（0777）收市
亦升3.4%至15.78元。

內銀未受惠人行放水
中資金融股方面，雖然昨日人行放
水進行14天期1,500億元人民幣的逆
回購，但該板塊的股價表現仍較疲
弱。其中建行（0939）收市股價續跌
0.38%至5.28元，工行（1398）和中
行（3988）收市股價均持平；國壽
（2628）雖然發盈喜，但股價受壓，
收市跌2.06%至21.35元；平保收市
亦跌0.16%至63.05元。

美議息結果惹關注
展望後市，中國銀盛財富管理首席
策略師郭家耀昨日表示，預期在春節
假期前，港股以觀望為主，將在
22,000點附近爭持。他說，有三大因
素阻礙港股突破，首先是昨日人行放
水對A股提振有限，其次是新興市場
國家走資形勢未明，第三是市場最關
注的焦點——美聯儲明日凌晨公布的
的議息結果。他指出，若港股假期後
要上衝，要視乎人行會否再放水以及
美聯儲對「退市」的部署情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卓建安）昨日新興市場貨幣略為回穩，

港股經過前日急挫後喘定，但市場觀望美聯儲將於香港時間明

日凌晨公布的議息會議結果，大市缺乏方向，全日高低波幅只

有129點。恒指昨日收市報21,960點，微跌15點，是連續4個

交易日下跌，4日累積跌幅高達1,121點。

香港文匯報訊 在農曆年春節假期
前，中國人民銀行再向市場注入流動
性。市場消息指，人行昨日於公開市
場進行1,500億元(人民幣，下同)14天
期逆回購操作，中標利率持平4.3%，
與上次相同，今次是去年12月以來的
首次14天逆回購操作。
央行公開市場上周新增21天期逆回
購品種，當周淨投放共3,750億元，

為近一年來最大單周淨投放。本周公
開市場有750億元的逆回購將到期。
雖然人行再放水，但上海銀行間同
業拆放利率(Shibor)昨日仍抽升，其中
隔夜拆息報4.8477%，升31.37個基
點，一周及一個月分別上升27.67基
點及50.30個基點。外電引述交易員
指，目前以可跨越農曆新年的14日期
資金需求較大，但相對較難借入。

人行進行1500億14天逆回購
金管局：去年人幣點心債發行1160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
蘭 上海報道）A股IPO重啟後
的首隻大型股份陝西煤業昨日
掛牌。此前多家券商曾預計，
陝煤或成為IPO重啟後首隻破
發新股，但事實證明，逢新必
炒仍然是 A 股市場的「真
理」。陝煤開市就因漲幅封頂
被「秒停」，直至下午收市前5
分鐘才恢復交易，雖然最終有
大量拋盤湧出，但仍然收漲
13.75%。

收漲13.75% 同日8新股「熱炒」
不過，上交所發佈微博稱，

已就異常交易鎖定深圳地區兩
個個人大戶炒家，並對其採取
了相關監管措施。同日上市的8
隻深市新股也遭遇集體「熱
炒」，並全部錄得44%及以上
的首日漲幅。
陝西煤業從去年12月底獲得

上市批文，直至昨日正式上
市，歷經近一個月，相比其餘
小盤股進程略為緩慢。陝煤原
計劃發行不超過20億股股票，
募集172.51億元（人民幣，下
同）資金。不過最終僅被核准
發行不超過10億股股票，募集
的40億元資金量也僅是計劃中
的23.25%。即便如此，陝西煤
業仍是新股中的「巨無霸」，
所募集的資金相當於10隻小盤
股的總量。除向戰略投資者定

向配售的 5億股鎖定 12 個月
外，其餘5億股社會公眾股於昨
日起在滬市上市交易。
陝煤開盤價為4.80元，達到

發行價4元的120%，上午9點
30分連續競價開始後，股價瞬
間達到5.76元，並於彼時觸及
新股漲幅44%的封頂，因此被
上交所臨時停牌。上交所下午
發佈微博稱，經查，陝煤開盤
後即達停牌線，為深圳地區兩
個個人大戶以最高限價大額申
報所致，上交所已對其採取相
關監管措施。
值得注意的是，陝西煤業是

本次IPO重啟以來，第一隻被
上交所首次臨停至14點55分恢
復交易的新股。而此前貴人
鳥、應流股份等滬市新股上市
首日開盤大漲30%、39.01%，
遭遇首次臨停，僅至當日10點
恢復交易。14點55分復牌後，
陝西煤業股價大幅插水，截止
收市報4.55元，漲13.75%。尾
市現近40萬手賣盤，涉資近2
億元。

本周首三日24新股密集上市
統計顯示，本輪IPO重啟後，

從本月17日紐威股份上市交易開
始，截至28日已有36家新股公司
登陸A股市場。本周至周三新股
上市數量高達24家，堪稱史上最
密集的新股上市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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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遠威）金
管局將於2月7日在立法會財經事務
委員會進行簡報會，據當局預先上
載上網的簡報資料顯示，去年第四
季人民幣點心債市場轉趨活躍，單
季發行量為407億元（人民幣，下
同），其中包括國家財政部發行的
100億元人民幣國債。去年全年計，
人民幣點心債發行量達1,160億元，
與 2012年的1,122億元相若。去年
底未償還點心債餘額近3,100億元，
按年增加30%。

本港人民幣存款經已突破萬億大
關，截至去年11月底，人民幣客戶
存款及存款證餘額分別為8,270億及
1,815億元，合計10,085億元，在11
個月內增加40%。其中非香港居民
個人客戶已開立超過 9萬個人民幣
帳戶，存款額超過170億元。預期去
年12月人民幣存款統計將於本周四
公布。
人民幣貸款業務持續增長，去年
11月底貸款餘額達1,097億元，較
2012年底增加近4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子慢）港股四連跌，影響新股表現。即將
於今日掛牌的港燈(2638)，其暗盤先升後跌，據輝立交易場資料顯
示，港燈暗盤開市報5.55元，較發行價5.45元升1.83%，之後高見
5.65元，升3.67%，但尾段倒跌，收報5.4元，跌0.917%。每手500
個單位，不計手續費，一手蝕25元。
而耀才新股交易中心方面，港燈暗盤最高見5.9元，較發行價升

8.26%，之後升幅收窄，收報5.45元，與發行價相同。

老恒和近低收每手賺560元
內地調味品生產商老恒和(2226)昨日上市表現不如暗盤，收報8.27

元，接近全日低位，較發行價7.15元高15.7%；成交1.17億股，涉
資10.1億元。不計手續費，每手500股賬面利潤560元。
老恒和首日掛牌，股價隨暗盤價開報8.5元，進一步升至8.91元欠
承接，掉頭回落，尾市低見8.24元，全日收8.27元。公司非執董張
弼弘表示，預期產品價格持續穩定，未來會按市場發展及供需進一
步研究產品的提價空間。他表示，人民對專業及健康調味品的需求
將繼續增加，因此對行業發展潛力有信心。
另據外電報道，內地小微財務公司瀚華金融擬2月中啟動來港上市
計劃，集資3億至4億美元(約23.4億至31.2億港元)。中金、瑞信及
銀河國際為安排行。

港燈暗盤臨尾軟蝕使費
■■老恒和董事會主席老恒和董事會主席、、執董及首席執行官陳衛忠執董及首席執行官陳衛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裘毅、章蘿蘭 上海
報道）人民銀行再向市場放水，滬深兩市周
一隨外圍出現較大幅下跌後昨日震盪企穩。
滬指收盤報2,038點，漲幅0.26%，成交657
億元人民幣（下同）；深成指收報7,740點，
跌幅0.15%，成交1,110億元。有機構認為，
假期效應、大量新股密集上市將在短期持續
壓制市場反彈，但參照往年經驗，A股在春
節前後上漲的概率仍較大。

臨近假期觀望情緒轉濃
央行昨再啟用14天逆回購，額度為1,500

億，利率持平於4.30%，扣除昨到期的750億

7天逆回購資金，單日實際淨投放量750億，
節前維穩資金面意圖明顯，加上周邊市場跌
勢亦明顯收窄，滬深股指早盤一度快速衝
高。
隨後出現一定拋售壓力，股指從高點回

落，但由於銀行、券商股表現較強，滬指再
度企穩。
盤面上，銀行、券商、保險等金融權重漲

幅居前；農林牧漁、電子信息、教育傳媒等
板塊跌幅居前。H7N9禽流感爆發給疫苗股
帶來炒作良機，萊茵生物漲停，相關概念股
漲超1%；上海自貿區概念股再度活躍，漲超
1.7%領漲兩市。

券商：春節前後升市機會高
大摩投資指出，假期效應、大量新股密集

上市將在短期持續壓制市場反彈，不過春節
假期之後受益於新股上市節奏速度放緩，市
場或逐漸企穩反彈，延續春節期間走強的傳
統。東吳證券統計，1996年至2013年18年間
春節前一周，大市有16次上漲，僅1999年和
2001年兩次下跌，上漲概率達到88.89%。因
此認為A股在今年春節前後上漲概率較大。
另據上交所發佈2014年春節休市安排，上

交所將於1月31日至2月6日休市，2月7日
起照常開市。另外，2月8日為周末休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楚茵）投資推廣署
昨公佈，去年協助337間海外及內地企業在
港開業或擴展業務，按年增加7%，當中中國
內地續成單一來源市場，共有71個項目，按
年升14.5%。美國、日本及英國分別排第

二、三及四名，分別有48、37及36個項目。

與商務部合作推廣添動力
該署指，內地國策支持企業「走出去」，

本港人才、融資渠道及國際化續成吸引因
素，去年吸引資訊、物流、金融等企業來
港。同時，投推署亦與商務部合作推廣，未
來續進入高增長城市包括合肥及泉州等，今
年目標助350間企業來港開業及拓展業務。
投推署助理署長鄧仲敏指，本港租金及人

工成本高續成外企來港開業及發展的主要考
量因素，因本港甲級寫字樓租金昂貴。但她
認為部分貿易、科研公司可轉投二線商業
區，包括於九龍東、太古等成本較低的地區
設點。而作為長遠有利發展，認為外企亦不
會拘泥於本地人工高的問題。去年的投資項
目以基金管理、生物醫學及金融科技業務較

為熱門，鄧氏指，本港在生物醫學科研及發
展有一定基礎，能吸引外企來港發展，將行
業產業化。

日資來港開業項目升達37%
日本事隔八年再重登增長三甲地區之一，

去年來港開業項目升幅達37%。投推署署長
賈沛年指，除了大型日企視港為戰略發展地
點，近年亦有不少主攻食品及消費用品的中
小型或家族企業來港。但他指，由於美國退
市影響，日圓兌美元可能進一步貶值，令日
商來港發展投資成本更高昂，或需更多的財
務融資協助。
美國方面，美國項目較2012年的54個稍微減

少至2013年的48個，但鄧仲敏預期，現時北美
經濟已見復甦，加上本地乃美國公司打入內地
及亞洲市場的跳板，未來仍多美國企業來港設
立總部。另外，該337間海外及內地企業計劃
首年在本港聘請員工人數基本與2012年持平，
2012年投資推廣署完成 316 個投資推廣項目，
首年在港聘請員工人數則為2,937人。

投推署去年助337外企港開業

■投資推廣署助理署長鄧仲敏(左)、署長賈
沛年。 方楚茵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