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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星超購1250倍 暗盤升25%
散戶一手賺780元 中籤率僅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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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隻新ETF下周四港掛牌

摩通：滬港通料年內開通

據輝立交易場資料顯示，奧星暗盤昨收報3.89
元，較招股價3.12元，升24.68%。不計手續

費，散戶一手賺770元。至於耀才新股交易中心資
料顯示，奧星暗盤價曾高見3.97元，較招股價升
27.24%，最後以3.9元收報，升兩成五。每手賺
780元。
奧星昨日公布招股結果顯示，公開發售獲156.35
億股有效申請，淨籌3.393億元。每手1,000股，中
籤率僅得10%，申請二百手才可以穩獲一手。至於
大額申請200萬至625萬股，中籤率僅0.29%。該
股已啟動回撥機制，公開招股部分增加至50%。市
場消息指國際配售獲大幅超額認購。

偉志孖展認購已超額513倍
另一邊廂，踏入第三日招股的LED產品製造商
偉志控股(1305)，孖展認購反應熱烈，孖展額由第
二日的55.36億元進一步推高至95.23億元，超額

認購逾513倍。至於昨日截止孖展認購的本地薑中
式酒樓集團富臨(1443)，散戶認購反應終見回暖。
綜合9間券商，為其借出10.83億元孖展額，相當
於公開發售超購逾19倍。

中廣核將下周四上市聆訊
市場消息透露，大型新股中廣核將在下周四進

行港交所的上市聆訊，若順利通過，將在本月中
進行預路演，並於12月初招股，該股認購反應熱

烈，公司曾多次上調集資額，市場估計集資20億
美元至30億美元(約156億港元至234億港元)，保
薦人為中金、美銀美林、農銀國際。
此外，據《道瓊斯》報道，光明食品計劃將旗下

英國穀物類食品製造Weetabix於倫敦或本港上市，
但無披露IPO時間。光明食品是於兩年前從Lion
Capital手中收購 Weetabix Food Co.六成股權。公
司表示，正在密切留意澳洲、北美及新西蘭等海外
市場，尋求乳品、糖及酒業務的收購項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陳楚倩）港股連跌

四日，無阻股民認購新股的熱情。今日掛

牌的奧星生命科技(6118)受散戶熱捧，公

開招股獲近1,250倍的超額認購，凍資

487.82億元，每股發售價以上限3.12元

定價，成為今年第三大新股超購王，打破

米格國際(1247)超購的1,125倍的紀錄，

僅次於惠生國際(1340)的 2,187.2 倍超

購。奧星暗盤表現同樣造好，每手最多賺

780元，高位曾升逾兩成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堡明）雖然「滬港通」開通
無期，但相關細節日漸明朗化，中證監新聞發言人鄧
舸昨日就相關信息披露進行說明，其中包括透過滬股
通持A股逾5%股權的外資股東，其持股或控制公司出
現變化須申報，以及同一外資在A股持股是以合併計
算等。他又指，滬港通試點的各項準備工作已經到了
最後階段。

外資持A股逾5% 股權變須申報
鄧舸表示，按照現有規定，當外資持A股股權5%以

上股東或實際控制人、持有股份或控制公司情況出現
較大變化時，上市公司須就此進行公告和報告，擁有
的權益須合併計算。他指，滬港通的試點規定中，指
若香港投資者透過滬股通使自身持股量，上升達到信
息披露要求時，應依循法規履行報告及披露義務。

境內外合持同一公司10%應披露
與此同時，單個境外投資者對單個股票的持股比例

是10%，若境外投資者於同一家公司的境內及境外上
市股份應合併計算，而境外投資者更應按照該統計方
式，履行信息披露的義務。而資產管理公司或擁有多
間子公司的集團，所持有的同一間公司股份也應合併
計算，進行信息披露。
QFII應當合併計算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根據

QFII辦法的規定，境外投資者履行信息披露義務時，
應當合併計算其持有的同一上市公司的境內上市股和
境外上市股。在境外投資者申請QFII資格時，應當切
實履行持股信息披露和禁止短線交易的有關要求。
QFII及其一致行動人應當合併計算持有上市公司股
份，同一QFII管理的不同產品的持股情況應當合併計
算。
另根據《公開發行證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內容與格式

準則第2號——年度報告的內容與格式（2014年修
訂）》的規定，年報中應當披露報告期末股東總數、
持股5%以上股份的股東名稱等，若持股5%以上股東
少於10人，則應列出至少前10名股東的持股情況。目
前，A股市場是依照記載於登記結算機構的股東名冊

確認股東身份的，也即按名義持有人進行確認。在滬港通實施初
期，以名義持有人披露前十大股東是確保市場效率的重要制度安
排。
市場早前盛傳10月27日將會正式開通「滬港通」，不過懷疑受

「佔中」影響，使開通推遲，而雙方開局至今均強調一切已經準
備妥當，只餘下小量法規問題需要討論，而是次有關信息披露的
指引，相信會使開通再往前一步。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周二於北京時就重申，「滬港通」工作已經

準備就緒，曾俊華指自己已向相關部委表達希望盡快開通，而相
關部委意見正面，相信隨時可以開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恒指連跌四日，
但昨日只有窄幅上落，波幅僅152點，成交只有
589億元，可謂一場「悶局」。恒指昨日跌46點報
23,649點，國指則報10,568點，跌53點跑輸恒
指。恒指今日公布季檢，由於上次季檢後，恒指
公司表明會將房產基金納入藍籌股的選股範圍，
市場憧憬領匯有機會染藍。領匯(0823)股價向好，
收報45.85元，升0.5%。

摩通：市場聚焦宏觀經濟
摩通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朱海斌表示，股市焦點

重新落在宏觀經濟表現上，包括近期油價表現、
歐洲經濟數據疲弱，以及日本擴大量寬等議題，
在未有新一輪數據下，股市只會維持有限上落。
朱海斌預期，內地經濟增長第四季約7.4%，按

季略為放緩，但料第四季不會有大規模刺激措
施，所以股市料呈上落市。不過，由於中國致力
參與海外大型基建投資，除了剛取得墨西哥的高
鐵項目，也預期印度及泰國將推出900億美元的基
建項目，中國企業亦會競投，相信有利基建及大
型機械等股份。

大市續整固月內再試24000
銀盛財富管理首席策略師郭家耀表示，港股正
進入整固期，在投資者重新觀望宏觀經濟數據
下，大市料難有突破，幸好目前沽壓未見太大，
料恒指短期於23,500點可覓支持。他對後市不太
悲觀，估算本月中下旬，恒指有望上試24,200
點。
成份股中，中移動(0941)走勢偏強，升1.4%，撐

起大市逾25點，主要傳出內地下月發出國際4G
牌，這也帶動聯通(0762)升1.2%。不過，中資金融
股、濠賭股偏軟，拖低港股表現。例如濠賭股就
繼續下挫，金沙(1928)及銀娛(0027)再大跌4.6%及
3.2%，美高梅(2282)跌 5%，新濠博亞(6883)跌
4%，澳博(0880)跌3.6%。聯想(0992)公布業績後受
壓，大跌5.1%，是表現最差藍籌。
華能(0902)配股可能導致股價疲弱，該股跌

5%，大唐(0991)跌2.7%，但核電股卻升勢凌厲，
東方電氣(1072)急漲9.1%，中廣核礦業(1164)及中
廣核美亞(1811)分別升7.14%及3.77%。

拍騰訊大碼頭 港視飆29%
港視(1137)成為大市焦點，夥拍騰訊(0700)旗下

騰訊視頻簽獨家播放協議，港視劇集正式打進內
地，港視股價全日升，早段曾突破一年高位見5
元，升幅近35%，收報4.77元，升近29%。另
外，必美宜(0379)獲生命人壽增持至三成權益，午
後曾爆升49%見 0.315元，收報0.3元，仍升四
成。

港股上月日均成交668億跌12%
另外，據港交所(0388)數據顯示，港股10月日

均成交額約668.4億元，按月下跌12%。首10個
月日均成交額近658億元，按年上升4%。連同
創業板轉主板的公司，首10個月有99家新上市
公司，按年上升57%，新股上市集資額1,385.6
億元，按年大幅上升97%。至10月底，上市公
司數目1,729家，總市值25.3萬億元，按年上升
8%。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堡明）
BMO環球資產管理宣布於港推出三
隻ETF，並於下周四(13日)在港交所
(0388)掛牌，該行董事總經理Amit

Prakash昨日於記者會上表示，他們
一直在檢討現時產品組合，承認境外
投資者對內地股市深感興趣，正考慮
未來推出A股ETF產品，惟未有透

露有關計劃。
BMO環球資產管理是次推出的3

隻ETF，包括亞洲美元投資級別債券
ETF（3141）、香港銀行股 ETF
（3143），以及亞洲高息股票ETF
（3145）。問到為何選擇於本港上市
時，Amit Prakash指本港的金融市場
發展成熟，是一個理想的地方發行
ETF，而且香港的ETF市場發展尚
未成熟，發達國家中多有數間保持領
導地位的ETF發行商，香港則未有
此情況發展，令他覺得這是一個機
會。

BMO：考慮發A股ETF
BMO集團是首個於香港發行ETF

的加拿大集團，集團指除考慮發行A
股ETF外，亦會仔細考慮發行發達
國家股票ETF的可能性，而該亞洲
美元投資級別債券ETF，追蹤巴克萊
投資級別債券指數BAA3級別以上債
券，為投資者提供長期保值能力。
不過，不少與會人士對香港銀行股
ETF有保留，因近期本地抑或內地銀
行股都表現參差，該行董事兼基金經
理曾春偉就直言，銀行股表現低迷正
好提供投資機會，Amit Prakash更指
金融業是內地及香港經濟發展的鎖
匙，絕大部分經濟措施均須經過銀行
處理，他個人對市場反應有信心。香
港銀行股ETF追蹤 15間銀行的股
價，其中內地銀行佔比接近六成，本
地銀行佔比則不足一成。
據BMO的資料顯示，目前有超過

120隻ETF於港上市，他們規模反覆
向上，至近日已超過3,400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摩根大通亞洲及新興市場首席股票
策略師莫愛德昨日表示，「滬港通」沒有官方實質開通日期，只是推
出時間較市場預期遲，由於雙方市場仍不斷在測試，監管機構亦繼續
推進「通車」，故該行認為「滬港通」不單不會取消，甚至有機會在
今年內開通。除了投資界對「滬港通」仍有信心，連日本及新加坡的
交易所亦希望「分一杯羹」。

日交易所將港設點分羹
日本主要交易所運營商日本交易所集團，希望加入「滬港通」行

列，本月會在港設立辦事處，以擴張其業務。日本交易所的子公司大
阪證交所社長山道裕己對外電表示，中國市場對他們非常重要，他們
將努力參與「滬港通」。通過「滬港通」，境外投資者可直接買賣A
股，中國投資者也可買賣港股，雖然「滬港通」開通時間未定，但已
吸引着其他國家的交易所希望參與其中。

新交所冀複製滬港通
另外，外地傳媒報道，新加坡交易所總裁Muthukrishnan Ramaswa-

mi表示，新加坡和上海股市交易將在「某個時點」，實現互聯互通。
而莫愛德相信，「滬港通」最終可以成功，並將有關模式複製到第二
個市場。
摩通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朱海斌亦表示，目前QFII及RQFII的額度，

大概只佔A股市值的2%，佔債券市值同樣只是2%，未來跨境流動資
本有非常巨大的空間，認為「滬港通」只是內地開放市場的第一步，
而非最後一步。
莫愛德直言，「滬港通」的延遲令到該行的部分客戶感到擔憂，主

要由於A、H股溢價正在收窄，「滬港通」的延後影響了該批有意炒作
A、H股溢價的客戶。

延遲開車無礙兩地股市
不過，「滬港通」的延遲未有嚴重影響到內地及本港股市，莫愛德

指現時股市受宏觀經濟影響更大，例如油價大跌、歐洲經濟疲弱，以
及日本擴大量寬等，對股市的影響均大於「滬港通」延遲。至於落實
推出後，他料短期可刺激兩地股市的投資氣氛。
另外，摩通指，自「佔領運動」發生以來，MSCI香港股票仍跑贏中
國股市，反映「佔領運動」對股市的實際影響不大。

■■恒指連跌四日恒指連跌四日，，昨日波幅昨日波幅
僅僅152152點點，，成交只有成交只有589589億億
元元。。 中新社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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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O環球資
產管理宣布於
港 推 出 三 隻
ETF。右起為
曾春偉及Amit
Prakash。

■■今日掛牌的奧星生今日掛牌的奧星生
命科技命科技，，成為今年第成為今年第
三大新股超購王三大新股超購王。。左左
二為主席兼行政總裁二為主席兼行政總裁
何國強何國強。。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今年五大超購王
新股 超購倍數

1.Magnum(2080) 3,558.2倍
2.惠生國際(1340) 2,187.2倍
3.奧星生命科技(6118) 1,249.8倍
4.米格國際(1247) 1,125倍
5老恒和(2226) 1,044.5倍

製表：記者 陳楚倩

恒指今季檢 領匯染藍機會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