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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挫319點 騰訊失守「啡底股」
期指大低水300點添憂 後市下望2180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黃子慢）內地
汽車經銷商新豐泰(1771)公布重啟招
股上市詳情，由即日起至下周三(5月
7日)公開招股，全球發行1.5億股股
份，10%公開發售，招股價3.61元，
集資額降至5.41億元，所得款項淨額
約4.66億元，其中85%將用於自建擴
充銷售點網絡，若出現適當機會時，
則透過選擇性收購擴充銷售點網絡；
每手買賣單位 1,000 股，入場費約
3,646.39元，預計於下月15日掛牌。
新豐泰已引入三名基礎投資者，分

別為中保集團、廣汽(02238.HK)及北
京華遠，合共認購 2,800 萬美元股
份，佔發售股份40.09%。

北京銀行首季多賺9.5%
另外，北京銀行日前表示有意來港

上市，並爭取年內掛牌。北京銀行公
告指，擬發行不超過34億股H股。若
按其A股昨日收市價7.62元(人民幣，
下同)計算，該行可透過發H股集資最
多259億元，集資所得將全數用於補
充核心資本，以提高資本充足率及盈
利能力。
該行指，若認購反應良好，承銷商
可行使15%的超額配售權。惟發行H
股一事仍有待股東及監管機構批准。
北京銀行今年首季度淨利潤45億

元，按年增長9.51%，不良貸款率為
0.65%。該行去年底的資本充足率為
10.94%，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為
8.81%。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涂若奔）金管局昨日披
露，2014年3月份本港認可機構的存款總額下跌
1.5%。由於活期及儲蓄存款的跌幅大過定期存款
的升幅，港元存款於3月下跌2.2%。外幣存款總
額下跌0.9%，當中香港人民幣存款增加2.7%，
至3月底的9,449億元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的人
民幣匯款總額於3月份為6,024億元，較2月份大
增2,083億元人民幣，升幅達53%。
金管局公布，3月份貸款與墊款總額減少

1.2%。在香港使用的貸款（包括貿易融資）較上
月減少 1.6%，在香港境外使用的貸款微跌
0.3%。由於港元貸款與存款跌幅相同，港元貸存
比率沒有變動，於3月底仍為84.3%。經季節因素
調整後，3月份港元貨幣供應量M1增加1.9%，
與去年同期比較則增加7.4%。未經季節因素調整
的港元貨幣供應量M3於月內減少2.1%，與去年
同期比較增加7.1%。

在港使用貸款首季增6.5%
綜合2014年第1季計，在香港使用的貸款（包

括貿易融資）增加6.5%，上一季則減少0.3%。
按經濟用途分析，在香港使用的貸款錄得的季度
升幅，是由貿易融資、對金融公司及股票經紀的
貸款，以及對建造業、物業發展與投資的貸款帶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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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幣跨境貿易結算
3月份增5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涂若奔）人民幣匯價近來一直
低位徘徊，昨日即期更曾低見6.2682，創18個月新
低。今年以來，人民幣兌美元累計貶值達到3.5%。分
析普遍預計，人民幣短期內跌勢未止，有可能下探6.30
水平。不過，若內地經濟在下半年反彈，屆時人民幣有
望恢復升值。

中間價回落唱淡氣氛蔓延
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昨日報6.1580，較前一個交易日

下調24點子。人民幣中間價此前五連升，但昨日突然下
調，令市場揣測官方主導的貶值趨勢仍未結束，唱淡氣

氛迅速蔓延，美元買盤增加，即期開市報6.2578後不到
半小時，就跌破6.26整數關口，中午時分更創逾18個月
新低紀錄，相對於中間價的最大貶值幅度達1.78%，距
離2%的跌停板幅度相當接近。但午市後因結匯購盤數量
下降，不少投資者重新購入人民幣，推動匯率調頭回
升，收報6.2591，與前一交易日相比貶值13點子。
有銀行交易員說，人民幣下跌走勢沒結束，不排除5
月盤中試6.30關鍵點位，且海外對中國經濟短期難好轉
情緒有所加重。有報道指，台灣金管局加大對一些銷售
TRF(目標可贖回遠期合約商品交易)銀行懲罰，也激發
一些美元買盤。

今年來貶值3.3%料未跌完
整個4月計，人民幣兌美元即期匯率貶值0.66%，是
連續第四個月以貶值收市。2014年以來累計貶值幅度達
3.28%。而在2013年，人民幣兌美元即期全年累升
3.0%。2013年 12月 31日，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報
6.0969，是首次突破6.10整數關口，即期匯率最高曾見
6.0515，不僅是去年全年的新高，也是中國內地啟動匯
改以來的最高紀錄。以昨日即期匯率的最低記錄6.2682
計，今年截至目前的最低點較去年的最高點，貶值幅度
為3.58%，下挫逾2100點子。
路透社引述交易員指出，市場此前對人民幣匯率單邊

升值預期正在發生改變，貶值預期的蔓延比較明顯，最
近每日油盤購匯亦成為推動人民幣走貶的一大動力。但
部分銀行客盤結購匯的數量明顯下降，亦顯示客盤對匯
市方向判斷出現分歧，並表現謹慎。隨成交價距離漲
跌停板限制越來越近，市場預期監管層可能祭出反向干
預措施，也就是在市場上更多賣出美元，以穩定市場。

分析料下半年隨經濟回升
對於人民幣未來走勢，分析普遍認為將先貶後升，主
要視乎內地經濟何時強勁復甦。花旗中國高級經濟師丁
爽認為，人民幣短期內仍有貶值空間，直到之前押注升
值頭寸調整完成，本波跌勢底部預計在6.30。未來內地
貿易順差有望擴大，預計在一兩個月之後人民幣會恢復
升值，今年年底達到6.08。
麥格理集團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胡偉俊也表示，起

初的人民幣貶值是央行主導的，旨在減少熱錢流入。在
3月中期人民幣擴大浮動區間後，已逐步過渡到市場自
動的行為。隨人民幣升值走勢逆轉，之前押注升值的
頭寸就會退出，造成貶值自我加強的趨勢。隨內地經
濟在下半年反彈，人民幣有望恢復升值。
近日人民幣在岸和離岸的即期價差近基本消失，市場

指匯率走勢還是要看中國央行對中間價的引導，而目前
中國央行似乎是樂見人民幣處現時甚至更低水平。

人幣曾破6.26 創18個月低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前天收市

大升的港股昨日未能保持升勢，恒生指數高

開12點後轉跌，在科網股、金融股和濠賭

股下跌的拖累下，全日收報22,133點，跌

319點或1.42%，周二升幅全部回吐；成交

676億元。騰訊(0700)大跌5.2%，拖低恒指

91點。總結整個4月，恒指跌18點，但相

較4月10日高位的23,224點，有近1,100點

的跌幅。

收市後中移動(0941)指 6月起進行「營改增」試
點，料短期對公司利潤有很大負面影響，市場人

士料，中移動可能在本周五急跌，並向下試65元支
持，使恒指可能進一步下試21,800點。
科網股未止跌，騰訊失守「啡底股」(500元)後續向

下沉，跌幅曾擴大至5.28%，全日跌5.16%，收報
483.2元，拖低大市91點，成交53億元居首位。金山
軟件(3888)更大瀉 8.45%至 23.85 元。IGG(8002)跌
3.7%，雲遊(0484)跌4.7%，神州數字(8255)跌5.7%。

科網股跌幅驚人 暫勿跟沽
耀才證券研究部經理植耀輝認為，科網股估值雖過
高，但近期跌幅令人驚訝，或者基於大部分美國的科
網企業近日表現令人失望。但認為不少公司其實具盈
利基礎及增長潛力，建議持貨者目前不宜沽貨，可靜
候反彈，無持貨者更可考慮低位入貨博反彈。
國指跌103點或1%，報9,779點。即月期指跌466
點至21,832點，大幅低水301點，主板下跌股份佔比
達45%。

推「營改增」中移動恐捱沽
內地國家基站公司即將成立，並由三大電訊商共同持
股。消息刺激聯通(0762)漲 5.87%，中電信(0728)升
3.1%，中移動只升0.75%。不過，由於收市後中移動稱
6月起進行「營改增」試點對該股影響甚為負面，相信
周五該股將有頗大沽壓。

金融股齊挫賭業股續走弱
金融股繼續弱勢，中國人壽(2628)、中國太平(0966)

及信行(0998)均跌逾2%，內銀四大行全數下跌。另
外，匯控(0005)及友邦(1299)分別跌1.2%及3.22%，拖
低大市近 40 點及逾 46 點。地產股也疲弱，長實
(0001)、信置(0083)及新世界(0017)跌幅均逾2%。
雖然踏入「五一黃金周」，但澳門賭業股繼續捱
沽，銀娛(0027)及金沙(1928)分別再跌2.3及2.2%，永
利(1128)跌3.3%，眾彩(8156)更大瀉16%。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恒指大跌近320點
下，令周二逾300點的升幅打回原形，50隻藍籌股
中，有43隻下跌，大市技術走勢瞬即轉差。耀才證券
研究部經理植耀輝表示，資金繼續從科網股流出，騰
訊(0700)首當其衝，該股瀉逾5%直接拖累港股表現。

短期踩低後月中料回升
他續指，後市走勢取決於退市步伐、美國及內地
經濟數據等因素，但他對後市不太悲觀，料再跌的
空間有限，港股可守住22,000點，5月初恒指將於
22,000至22,500點間徘徊。訊匯證券行政總裁沈振
盈亦表示，港股近期被人為推低的痕跡明顯，相信
5月初大市即使被質低，到5月中股市可望回升，後

市恒指先試21,800點承接，但就算跌穿，相信在
21,000點會有資金出手接貨。
對於聯儲局一連兩日議息，投資基金公會投資基
金委員會主席李錦榮表示，美國經濟正在復甦，但通
脹水平受控，故加息的速度不會太快，中長期利率仍
會偏低，加息步伐要視乎美國的就業及通脹情況。

資金將續流向成熟市場
他又指，資金目前傾向流入股市，其中主要投資
於歐洲、美國及日本的股票基金，他預期，資金仍會
繼續流向成熟市場。不過，新興市場及東歐市場仍有
不明朗因素，包括烏克蘭危機等，市場仍在觀察有關
影響。

分析：後市不用太悲觀

科網及博彩股仍受壓
股號 名稱 昨收(元) 變幅(%)
3888 金山軟件 23.85 -8.45
8255 神州數字 1.64 -5.75
0700 騰訊控股 483.20 -5.16
1297 擎天軟件 2.35 -4.08
8156 眾彩股份 1.95 -15.95
0555 御泰中彩 0.82 -5.75
1128 永利澳門 30.55 -3.32
0027 銀河娛樂 60.85 -2.33

■北京銀行爭取年內來港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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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指昨
跌319點，
成交676億
元。總結4
月份，恒指
跌18點。

中通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