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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黃子慢) 首隻發行香港預
託證券（HDR）集資的思佰益（6488）昨宣佈，
聯交所已批准其撤銷上市的申請，並將會於6月
25日（星期三）生效，該隻預託證券將會於5月
26日（星期一）下午四時正在聯交所暫停買賣。
思佰益昨停牌，停牌前報8.4元。

北京銀行上市計劃料延遲
另據《南方都市報》引述北京銀行董事會秘書楊

樹劍表示，該行在日前股東大會上臨時取消原定審

議的H股議案，因其主要股東們未能就減持股份的
比例達成共識，這將令其來港上市計劃延遲。據悉，
北京銀行董事會2014年的主要工作計劃已寫入「研
究制定境外上市工作方案，擇機啟動並力爭完成H
股上市」，冀於今年內完成有關計劃。
此前，北京銀行公布擬發行不超過34億股的H
股新股；其股東大會議案顯示，該行發行H股集
資所得，將全部用於補充該行核心資本，提高資
本充足率，增強該行抵禦風險能力及盈利能力，
支持該行各項業務健康發展。

港首隻HDR思佰益將退市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黃子慢)多隻新股傳出台，「電
訊」系馬主張氏家族去年5月，將移動電話的維修業
務電訊首科(8145)以配售形式到創業板上市，其一年
後又計劃將香港傳呼業務電訊數碼上市，傳集資約1
億元，保薦人為國泰君安。將今日掛牌的內衣物料供
應商超盈國際(2111)，昨晚暗盤收報2.18元，較招股
價升1.4%，一手賬面賺60元。

盈利複合年增長料18.5%
張氏家族有意將香港傳呼業務電訊數碼上市。據
國泰君安的報告指，電訊數碼的公平市值介乎5.04
至6.45億元，相當於2014年度預測市盈率6.7至8.5
倍，2015年的6.8至8.7倍及2016年的6至7.7倍。
報告預測，電訊數碼2013至2016年盈利複合年增
長18.5%，又指，隨收益增加，來自新世界傳動
網的貢獻有所上升，及利息收入仍增加。
張氏家族乃指張敬石、張敬山、張敬川及張敬峰
四兄弟，他們均十分喜歡馬，故擁有的馬匹都歸為

「電訊」系。

萬科B轉H 將下月中買賣
其他新股，內房萬科「B轉H」股來港上市方案
基本獲港交所批准。萬科在深交所公布，周三收到
港交所上市委員會通過集團以介紹形式來港上市的
函件。公司計劃向深交所申請B股由下月4日起停
牌，待現金選舉權實施完畢後，將申請B股除牌，
當取得港交所正式批准集團H股上市的批准函件
後，將以 H股形式在港上市。
萬科去年公布「 B轉H」上市方案，文件顯示，

股份預期下月19日起買賣，每手100股。

超盈今掛牌暗盤微升1.4%
將今日掛牌的超盈國際，上市前夕暗盤表現微

升，據輝立交易場資料顯示，超盈暗盤收報2.18
元，較招股價升1.4%，每手2,000股，不計手續

費，一手賺60元。該股定價每股2.15元，預料集資
淨額約4.9億元。建銀國際為獨家保薦人。

碧瑤首日升3.3% 北車潛水
此外，昨日上市的兩隻新股方面，碧瑤綠色(1397)
股價最高見1.3元，低見1.21元，全日收1.24元，較
上市價1.2元高3.3%，成交近1.32億股，涉資1.64億
元，每手4,000股，賬面賺160元。主席吳永康表示，
來自環境服務諮詢的政府項收入是未來的增長動力之
一，但同時亦會增加私人市場業務，故未來收入比重
會有變化，惟未透露兩者目標佔比。
中國北車(6199)首日掛牌，表現遜於暗盤價，開

報5.17元，反覆「潛水」，高見5.22元，低見4.99
元，全日收5.09元，較上市價5.17元低1.5%，成交
3.32億股，涉資近17億元，每手500股賬面蝕40
元。董事長崔殿國表示，現時其資產負債比率約
67%，預期上市後將降至60%至65%水平。

張氏家族擬拆電訊數碼上市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港交所(0388)行政總裁李
小加出席人民幣定息及貨幣產品論壇時表示，隨人民幣
國際化，相信匯率會有波動，需要有平衡風險的定息及貨
幣產品(FIC)，應付市場發展需要，港交所認為定息及貨幣
產品中，美元及其他貨幣的產品已經有，港交所未來只會
針對發展人民幣FIC產品。他認為，未來10多年由於內地
經濟規模愈來愈大，加上人民幣國際化，相關產品有很大
發展機遇。他又相信，滬港通的額度最終可獲取消。
他續指，「滬港通」將令本港人民幣市場活躍，因每天

都有人民幣流入香港投資，推動本港人民幣的兌換，相信
人民幣訂價的期貨亦會起飛。「現時99%的人民幣於在岸
市場運作，即使內地想將資金調到海外或自貿區也十分困
難，但滬港通機制設立後，相信長遠可擴展到股票以外的
其他產品，包括FIC產品及相關清算，令到海外資金可投
資內地，故強調滬港通機制是本港市場的一個轉捩點。」

匯率初期或採上下半日報價
他相信，未來港交所會推進人民幣債券、貨幣匯率和

利率的產品，將會進一步拓展至人民幣衍生工具產品。
李小加又表示，港交所就滬港通與券商文流，初步反應
積極，券商主要關心股票存放問題，希望將股票存放於
托管銀行，但交易上可能會有不方便。
對於稅收問題，有關政策仍由中證監與稅務部門溝

通。港交所於上海及香港就滬港通接觸數百間券商，前
期工作仍然繼續。他預計，滬港通實施初期，港幣及人
民幣互換的匯率不可能在每個交易都採用實時匯率，可
能採用「上半日」及「下半日」匯率。

恒生：港盼可買滬掛牌債券
恒生(0011)執行董事兼環球銀行及資本市場業務主管馮孝忠期

望，未來滬港通可讓本港投資者，投資上海掛牌的債券及債券基
金。他認為，A股中大型的股份流通量較好，而引伸波幅亦較H股
高，可以推出衍生產品，因為本港的衍生產品市場較為成熟，又
期望可推出股票掛鈎的票據、掛鈎存款等投資工具。

內地研人債可作境外抵押品
中央國債登記結算總經理水汝慶在同一場合表示，目前正與港

交所洽商，就人民幣債券的跨境發行、結算和抵押品管理上，互
相尋求合作。他透露，正研究讓內地的人民幣債券產品，可於境
外用作為擔保抵押品，同樣，在境外的債券產品，也可在內地用
於擔保品的可行性。

前海中小金融服務公司
獲准港發30億人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近日，國家發改委批
准深圳前海中小企業金融服務公司可在香港發行不超過30億元人
民幣債券，用於支持符合條件的高新技術類中小企業的融資需
求。這是註冊在前海合作區內的第一家獲批准赴港發行人民幣債
券的企業，也為今後在前海註冊、符合條件的其他企業赴港發債
打開了一條通道。

工行助前海企業發債及跨境貸
工行跨境業務與前海發展高端論壇日前在深圳舉行，本次論壇在

整合資源支持前海開發建設方面，形成了以下成果：工行境外機構
組成銀團向前海企業發放跨境人民幣貸款，拓寬跨境貸資金來源；
工行境內外聯合增信，協助前海企業在境外發行債券，引入境外低
成本資金支持前海建設；利用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夥人）通道引
入境外資金，支持前海PE和VC行業發展；優化「工銀前海融資租
賃貸」業務流程，通過跨境貸、國際保理、跨境資產轉讓等產品組
合，支持前海融資租賃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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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5月匯豐

中國製造業採購指數(PMI)初值，從4月的

48.1升至49.7，創下5個月高位，港股一

度重上23,000點，高見23,053點，但新

疆恐襲令早段形勢大好的A股倒跌收場，

恒指也未能站穩23,000點之上。恒指全日

升117點，報22,953點，成交增至629億

元。大市焦點為中俄簽訂天然氣巨額合

約，燃氣股、石油股、相關設備股齊飆。

騰祺基金管理投資管理董事沈慶洪表示，港股
升至23,000點附近，獲利盤相繼湧現，主要

是投資者對後市未有充足信心。他建議，投資者可
先行觀望，待恒指突破4月高位即23,200點後，才
展開追貨行動。他指出，縱使昨日大市成交回升，
但仍不算活躍，加上A股對PMI數據無太大反應，
料大市今日可能回吐。

中俄巨額合約 炒起燃氣板塊
國指重返10,000點之上，升114點報10,109點。即

月期指升121點至22,915點，低水38點。藍籌股普遍
上升，當中受惠於中俄簽訂供氣協議的昆侖能源(0135)，
急升近4%，是表現最佳藍籌。另外，中海油(0883)升
1.5%，中石化(0386)升1.69%，中石油(0857)更升1.8%。
野村國際香港油氣研究業務主管關榮樂表示，從
經濟角度來看，這筆交易改變了遊戲規則。中石油
獲得了一筆有吸引力的天然氣交易，其價格比歐盟

國家當前支付的價格低約10%，比當前的液化天然
氣價格低40%。
他續指，這個協議的具體商業條款並未對外公布，
但據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提供的概述顯示，價格為
每1,000立方米350至380美元。一旦天然氣銷售在2018
或19年啟動，可能把中石油的每股盈利提高10%左右。

看好中石油 投行提升目標價
美銀美林的報告亦將中石油的目標價，由10.5元

升至11元，維持「買入」評級，又指儘管過去兩個
月，中石油股價上升了兩成，但未來兩至三個月仍
存上升空間，主要由出售東區管道資產，以及天然

氣價格或於7月上調20%所帶動。中石油計劃於上
半年完成管道資產出售，相信資產需求高，估計價
格約780億至1,140億元人民幣。
另外，中燃氣(0384)和潤燃(1193)等股份，同樣可從

這筆交易中獲利，因其盈利與燃氣銷量關聯度最高。
中燃氣大漲6%，潤燃升3.9%。而管道設備股也受追
捧，勝利管道(1080)狂飆24%、北控(0392)升7%。
金山(3888)及金沙(1928)、銀娛(0027)等續升，新

能源及醫藥板塊表現也突出，中國風電(0182)升
7%，信義光能(0968)飆 13%，保利協鑫(3800)升
6.7%；醫藥股普華和順(1358)獲大摩唱好破頂，收
升9%，石藥(1093)升5.8%，四環(0460)升4.6%。

PMI報喜 港股曾上23000
石油燃氣及相關設備股造好
股份

昆侖能源(0135)

中石油(0857)

中海油(0883)

濱海投資(2886)

北控(0392)

中燃氣(0384)

天津津燃(1265)

勝利管道(1080)

珠江鋼管(1938)

天大(0839)

安東油田(3337)

製表：記者周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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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北車董事長崔殿國(右)及碧瑤綠色主席吳永
康昨出席上市儀式。 張偉民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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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來，關俊華會長從工作及商會的事務中，見證愈來愈多內地
精英來香港打拚扎根，他們貢獻知識努力成為「新香港人」，因

而關注本地年輕人與他們接觸融合的需要，以有利互相取長補短，與
全球接軌。「香港人背靠祖國，快將坐擁高鐵及港珠澳大橋運輸基建
條件，擁有區域優勢的出入境自由，新一代年輕人擅於英文、普通話
語言交流，故應該放眼世界，提升國際視野，發表更多聲音。」為喚
起年輕人的關心社會發展，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於早前舉行「積極
公民論壇」，鼓勵年輕人積極透過不同活動，提升個人競爭力及關心
社會事務，照亮社群；論壇邀請了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及政府青年事務
委員會主席陳振彬出席。
關俊華表示，自己非常關注香港政改問題，他認為，年輕人應該抱
有商有量的態度，積極提出意見及建議，而不是空喊口號，及提些
不符香港實際情況的方案。對於中央及香港地區的相互關係，關俊華
相信在國家全面深化改革和現代化進程中，必將為香港創造新的機
遇，他呼籲兩地政府及工商界，多向香港年輕人推介內地最新政策，
為他們提供了解國家發展，及到內地交流合作的機會，進一步促進兩

地的交流與合作，融合兩地年輕人的優勢，共同為國家及香港發展做
出努力。他又指，香港回歸祖國17年，在此之前香港根本沒有民主選
舉，現在基本法給予香港人當家作主及有選舉的權利，大家應該好好
珍惜，而中央對香港推動民主的決心是不容置疑的，希望特區政府及
各界人士可以坐下來，有商有量，聽取不同的聲音。
對於一年一度的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盛事—「十大傑出青年選
舉」，今年亦快將舉行，關俊華介紹指，選舉早於1970年創辦，至今
已選出傑出青年共321人，旨在表揚在工作上具卓越成就及對社會有
貢獻的青年，鼓勵青年人積極參與社會服務，從而使他們為改善社
會，擔當更重要的責任及激勵青年人在個人事業及社會服務方面更積
極進取。

據了解，力士又稱金剛力士，是佛教護法神，不僅是佛教中概
念，帶有濃郁的古印度色彩、奇特的文化內涵及十足的異域情調使
其戛然獨造，尊貴彰顯，成為中國民間信仰的聖物。
唐代力士的造型、氣質及姿態各異，力士多強橫暴戾之狀，但此

尊力士雖亦十分威武有力，並無忿怒凶橫之相，更能反映佛法的震
懾力，為力士像中少見。此力士俑造像為光緒帝書法侍教彭述之
子、海上大收藏家彭水若收藏。
佛教在唐代289年中一直是思想領域重要支柱，唐朝歷代帝王皆

崇尚佛教。大唐文化圈主流文化某種程
度上又是佛教文化的另一重折射。社會
生產力和科學技術發展為佛教雕塑的繁
榮提供優裕的物質基礎和技術條件，使
唐代佛教造像數量之多規模之大，工藝
之精巧形式之繁多皆是前所未有。
唐貞觀時曾有「佛道形象，事極尊
嚴……供養之人，竟來買贖……」可見
當時社會造像之風盛行。這也體現這一
特定歷史時期的人對生活的強烈願望、
要求和道德、審美的高尚理想，使一具
宗教的崇拜形象成為閃耀時代精神的藝
術載體。初唐佛像一般多保留隋代造像
遺風，體態豐肥，飽滿壯碩，頭部略顯
偏大，身體稍短，面相豐滿而偏方，給
世人以突出印象，在唐貞觀力士俑造像
中體現淋漓。

■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
會長關俊華

■唐貞觀力士俑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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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9日，三希堂國際香港春拍將在香港半

島酒店拉開大幕，而在眾多拍品中一尊高達69cm的唐

貞觀力士俑造像也將穿越時光的隧道，涅槃重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金月展
致力提升年輕人領導才能及商務發展
訪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會長關俊華
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於1950年成立，現時會員約

1800多人，分佈於19個分會，會長關俊華接受本報專訪

時表示，該會是為年輕人提供發展領導才能，培育社會責

任感，提供商務發展及增進友誼之機會，冀能藉此締創建

設性之改進，為全球社會發展作出貢獻。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