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2 文匯財經財經新聞 ■責任編輯：劉錦華 2014年11月25日（星期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偉聰）「滬港通」推出
至今已逾一星期，成交低
迷令市場錯愕。雖然昨日
「滬股通」受惠人行減
息，額度顯著回升，剩餘
額度 60.44 億元（人民
幣，下同），但「港股
通」仍持續淡靜，剩餘額
度多達 103.6 億元。不
過，證監會行政總裁歐達
禮昨日於午餐會時表示，
對於「滬港通」初期交易
不太活躍並不感到驚訝，亦不感到失望，認為市場需要時
間熟悉兩地股市，同時仍有結構性問題需要解決。

兩地監管不一 市場需時適應
歐達禮指，香港與內地市場非常不同，是兩個獨立的市
場，相信或要兩年以上時間才可看到「滬港通」的成果。
他表示，觀察到「北向」的交易主要是對沖基金及互惠基
金，而今次推出「滬港通」時，未有足夠的時間予基金公
司。歐達禮又提到，兩地股市存在監管不一及結構性問
題，投資者需時適應，加上本港以機構投資者為主，而內
地則以零售投資者為主，雙方在投資方面亦趨審慎。
另外，兩地基金「搬貨」問題，受制兩地監管條例不

一，亦影響投資意慾。他指，監管機構有與業界商討，希
望問題盡快解決，又認為部分問題可於行業內自行解決，
相信目前「滬港通」的問題言之尚早，需要時間讓投資者
適應。

南向門檻需否放寬言之尚早
目前「滬股通」限制需具50萬元人民幣資產以上的內地股民才有
資格參與，有指這導致「南向」交易較「北向」為少。但對於市場
有指這門檻過高，歐達禮就認為，門檻有否需要放寬，目前仍言之
尚早。他指，內地進行國企改革、市場認為A股被低估，以及A股
有機會納入MSCI指數所引發的資本配置改變，都會影響「滬港
通」。他強調，對「滬港通」表現不感失望，指這是持續多年的項
目，需要時間去體現成效。
對於「滬港通」的監管，歐達禮表示，已與中證監達致最高的合

作水平。「滬港通」相關的市場違規行為，則需要視乎是否在港發
生，現時本港有法例去監管相關問題。被問到日後會否發展「深港
通」時，他指，監管機構對所有可以提供足夠流動性的金融投資產
品都有研究。對於兩地基金互認方面，他表示，暫時未有時間表，
但對於基金互認有信心，指當證監會監察「滬港通」交易上軌道
後，互認基金將會相繼推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萃華）國藥
控股(1099)昨公布，向不少於6名且不
多於10名承配人配售1.99億股H股，
配售價為每股H股28.4元，配售股份
所得款項淨額最多約55.5億元，由中
金香港證券、摩根士丹利以及瑞銀負
責是次配售安排。
是次配股價較上周五收市價 30.7
元，折讓7.5%。而該股昨逆市跌近
6.03%，收報28.85元。
集團表示，配股集資所得會用於擴
大醫藥分銷及零售網絡，並補充業務
擴展後所需的流動資金。配售預計將
於交割日完成。
而是次配售股份數量分別佔全部
已發行H股股本及全部已發行股本
的20.0%和 7.74%，而集團經發行配
售股份擴大後，佔全部已發行H股
股本及全部已發行股本 16.67%和
7.18%。

淡馬錫減持信証套現7.25億
另據聯交所股權披露資料顯示，新加

坡主權基金淡馬錫於上周一減持3,600
萬股中信証券(6030)，每股均價為20.14
元，套現約 7.25 億元，持股量降至
4.95%。該股昨升8.2%，收報21.8元。

社保基金減持中州至9.09%
聯交所股權披露資料顯示，中州證

券(1375)在上周一遭社保基金減持
2,911.5萬股H股，每股均價4.07元，
套現約 1.18億元，最新H股好倉由
13.52%降至9.09%。
另外，據銷售文件指，新華保險

(1336)遭一名未有透露身份的投資者，
以每股31.6至32.6元悉售所持1,300萬
股H股，套現4.1億至4.2億元。是次
配售價較昨日收市價33.25元，折讓
2%至5%，配售代理為渣打。

國藥配股籌逾56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萃華）中交建（1800）昨在上交所發公告

指，擬發行1.45億股的非公開發行優先股，每股面值100元（人民
幣，下同），集資總額將不超過145億元（約183億港元）。該股昨
收市報7.76港元，升12.63%。
根據集團在上交所的公告顯示，是次集資所得的49.09億元用於6個

基礎設施投資項目，包括位於河南省焦作至桐柏高速公路登封至汝州段
項目、海南省海口港馬村港區擴建二期工程等，另外59.66億元將用作
補充重大工程承包項目營運資金，其餘會作補充一般流動資金。
集團指，將採取向合格投資者非公開發行的方式發行，第一期優

先股發行時間，將於中證監核准發行日起計6個月內實行，發行數量
不少於總發行量的50%，剩餘數量在24個月內發行完畢。
集團表示，是次優先股發行完成後，公司的淨資產、營運資金規模將
分別提高12.67%和47.46%，而資產負債率將下降1.88個百分點。

大行唱好 料受惠內地減息
而各大行均唱好該股，摩根士丹利昨發表報告指重申將中交建調高
至「增持」評級，又表示央行減息將利好基建股，而中交建估值最
平，因此最受惠。而花旗昨發表報告亦表示將中交建評級由「沽售」
升至「買入」。

中交建發非公開優先股籌183億

受惠滬港通 輝立增客30%
香港文匯報訊 滬港通推出至今逾一周，由於每日額度有剩餘，市場普

遍認為投資者對滬港通的反應冷淡。輝立證券昨表示，自宣布滬港通推
出後，該行不斷接獲有關滬港通的查詢，新開戶人數比宣布推出滬港通
前明顯增加約30%。
輝立指出，該行客戶過去一周較多交易的A股是# 601318（中國平安）、

#600036（招商銀行）、#6001398（工商銀行）及#6001628（中國人
壽）。該行指，相信投資者對A股市場仍需多作了解，才真正開始投資。
為便利客戶，輝立為新客戶提供A股孖展融資，年利率低至6.5%；現
有客戶年利率低至6%。
為發展相關市場，輝立正式推出「A股按揭計劃」，讓客戶以按揭供款
方式買入A股。有關計劃免買賣佣金及存倉費，年利率低至2.88%；提早
完結計劃亦無額外手續費。整個計劃只收取相當於投資金額1%之手續
費，最高融資比率達7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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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創擬調整收購綠城交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洪鏘）融創中國（1918）早在半年前宣布收購綠

城中國（3900）計劃至今仍然未實現，融創昨天最新表示，已向賣方支付完
成全部對價款項，惟公司目前正考慮可能對收購作出調整，並將於適當時
間另行公告。而受惠內地當局減息，兩公司股價同步大漲，融創昨收報
7.21元升16.7%，綠城亦漲7.3%報7.8元。
今年5月，融創宣布擬斥資近63億，向綠城中國主要股東宋衛平、夏一

波及壽柏年等收購綠城中國約24.3%已發行股本，不過近日宋衛平發表言
論揚言「重返綠城」，令收購存變數。融創昨天發出聲明，指公司已支付
了收購的全部對價，旨在以便其持續對綠城實施盡職審查及在經營上參與
綠城項目公司及其他國內公司的管理。
公司解釋，在交易完成前向賣方支付全部對價，是應賣方的要求，旨

在讓融創持續對綠城實施盡職審查，及在經營上參與其項目公司及其他
國內公司的管理。

京東傳洽入股綠城足球
另邊廂，內地有消息指京東集團創辦人劉強東，曾與綠城主席宋衛平

洽談入股其綠城足球會。內地《第一財經》指，今次是劉強東主動拜會
宋衛平，劉氏稱一直關注綠城事件，並願意支持宋衛平，雙方交談重點
討論京東投資綠城足球俱樂部的可能性，以及在物流倉儲方面的合作。
至於宋衛平表示，與劉在足球層面只進行了一般性探討，而首次見面

時間比較倉促，雙方或另約時間繼續探討。

■中廣核電力昨日路演受大戶追捧。圖為董事
長張善明。 張偉民 攝

■萬達商業地產IPO集資額最高達465億元，
圖為董事長王健林。 資料圖片

三新股趕年底籌863億
萬達地產搶今年集資王 中廣核獲18大戶護航

據湯森路透旗下《IFR》引述消息指，有望成
為本港史上最大型的內房新股萬達商業地

產已獲中證監批准其香港招股上市計劃，IPO集
資額最高達60億美元（折合約465億港元），本
周將有新進展。如無意外，萬達商業地產將在下
月5日展開路演，並在19日正式上市。
更有內媒報道稱，萬達商業地產這次集資規模可
能會超過60億美元，甚至會超過100億美元，令董
事長王健林的身家可望挑戰阿里巴巴馬雲的中國首
富地位。不過，即使萬達商業是以60億美元的集資
額上市，也將成本港今年新股集資王。母憑子貴的
子公司萬達酒店（0169）昨日亦炒高68%，全日收報
2.27元，成交7,040.4萬股。萬達酒店昨回應，未知
悉導致價格及成交量波動的任何原因。

北汽將遞IPO申請籌116億
消息又指，北汽集團將在本周四向港交所遞交
逾15億美元（約116億港元）的IPO申請。報道
並稱，北汽將於12月1日開始預先推介，8日正
式路演。聯席保薦人包括中信証券（6030）、德

銀、匯豐及瑞銀。
據北汽的初步上市文件顯示，是次上市集資所

得款項主要用於固定資產投資、開發北京汽車乘
用車、發展銷售網絡以及償還銀行貸款。其主要
股東包括北汽集團、首鋼股份及德國戴姆勒
（Daimler AG）。
至於昨日開始路演的中廣核，記者現場所見，

會場人頭湧湧。逾200名投資者出席推介會，由
中廣核電力董事長張善明及總裁高立剛負責推
介。據現場基金經理表示，中廣核的招股價範圍
較市場預測的市盈率低，價格吸引，故國際配售
部分認購火爆，料承銷團有可能提前截飛。
中廣核擬發售88.25億股新H股，招股價2.43

元至 2.78元，集資最多245.3億元，本周四招
股，下月10日掛牌；初步鎖定18名基礎投資
者，共認購13.31億美元股份，佔集資額最多約
48%，禁售期半年。

18大戶中，除南方電網、國家開發銀行、新加
坡政府投資公司（GIC）等外，當中亦不乏本港知
名企業及投資者，如中電（0002）投資4億港元、惠
理基金（0806）投資1億美元（約7.75億港元），周
大福亦擬認購3,000萬美元（約2.3億港元）。

2券商預留中廣核孖展300億
中廣核國際配售部分搶手，散戶公開認購部分

亦不遑多讓，單是耀才證券及輝立證券已為中廣
核孖展認購預留逾300億元。耀才證券表示，現
時已錄30億元中廣核孖展預訂，該行將預留200
億元作其孖展認購。輝立證券則預留逾100億元
為其孖展認購。
輝立表示，已收到不少大額認購客查詢，現

時約 200 名客戶已參加中廣核的十成孖展計
劃，正在研究九成半孖展，預計首日孖展將爆
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實習記

者 王人楚）多隻新股趕在年底前登場，

據外電報道，集資規模逾60億美元（約

465億港元）的萬達商業地產將在本周向

聯交所尋求上市批准，並計劃在下月中掛

牌。而內地最大核電公司的中廣核（1816）

昨日路演受大戶追捧，基石投資者增加至

18名，總集資增至246.6億至282.1億港

元。此外，北汽集團亦計劃來港集資15

億美元（約116億港元），三者加起來的

集資額達863億港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廣
發證券昨公布，管理層通過其擬發
行H股來港上市，並要於18個月內
完成，具體發行時間將由股東會授
權董事會或董事會授權人士決定。
市傳廣發證券已委聘高盛及廣發融
資為安排行，擬集資最多10億美元
（約77.5億港元）。
廣發證券在1993年成立，2010年
2月在深交所A股上市。今次發行H
股股數不超過公司總發行股本的
20%，並有15%的超額配股權。集

資所得淨額將用於增加公司資本
金、補充營運資金及推動境內外證
券相關業務發展。受上述消息帶
動，廣發證券A股開市瞬即升至停
板，報14.82元。

飛魚今起招股集資7.7億
昨日孖展截止的丘鈦科技（1478）

招股反應冷淡，公開發售未足額。
券商合共借出4,700萬元孖展額。手
機遊戲及網絡遊戲開發商及營運商
飛魚(1022)昨日宣布，計劃發售3億

股，當中90%將用作國際發售，其
餘將於香港作公開發售，每股作價
1.85 元至 2.55 元，集資額最多約
7.65億元，由今日至本周五招股，
預計將於12月5日上市。聯席保薦
人為花旗及美林遠東。此外，光纖
及光纜供應商長飛（6869）及主要從
事生產高質量印刷電路板的恩達集
團將於周三開始招股。

富貴生命通過上市聆訊
至於內地火鍋店呷哺呷哺及新加

坡最大的預售殯葬服務供應商富貴
生命，均已通過港交所（0388）上市
聆訊，並開始準備路演，據初步銷
售文件，呷哺呷哺擬發行2.271億
股，下月5日起招股，下月17日掛
牌，保薦人為美林遠東及瑞信。
富貴生命將於下月初路演，月中

掛牌。擬集資4億美元（約31億港
元）。保薦人為瑞銀、星展。此
外，市傳公開發售錄百倍超額認購
的本地旅行社東瀛遊，其國際配售
部分獲2倍超額認購。

廣發證券擬發H股籌78億

■歐達禮稱，對於「滬港通」
初期交易不太活躍並不感到驚
訝。 梁偉聰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