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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股市利好 恒指升284點
新地系停牌 騰訊再抽升

耀才證券研究部經理植耀輝表
示，美股大升刺激港股昨日

的升勢，但整體大市升勢不全面，
主要受制於長假期前，投資者入市
意慾普遍低迷，恒指只會於23,000
點上拉鋸。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貪
污案終有裁決，新地聯席主席郭炳
江一項串謀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
成，新地(0016)、數碼通(0315)及新
意網(8008)下午2時45分起停牌，
停牌前新地報113.3元，升1.6元或
1.43%。

業界：官司影響新地有限
植耀輝認為，事件已拖延甚久，
相信周一新地股價即使有所調整，
但力度也不會太大，預期會下試
110元，便會有買盤吸納。主要原
因是美國加息時間可能延後，瑞士
亦表示要實行負利率，使地產等息
口敏感股後市有支持。
周四反彈6%的騰訊(0700)，昨日
再升3.4%，報115.7元。友邦(1299)
升3.4%，中移動(0941)升1%，匯控
(0005)亦回升1.73%，一同推高大
市。此外，長實(0001)升1.4%，和
黃(0013)升 2.45%，聯想(0992)升
2.5%，也令大市升幅維持。
個別股份方面，中國星文化產業

(8172)獲由國美(0493)大股東黃光裕
及高振順等人入主，復牌曾炒高逾
1.35倍見1.65元，收升48.57%。融
創(1918)與綠城(3900)終止買賣協
議，主要因為雙方對於綠城的經營
理念有較大分歧，融創跌1.2%，綠
城急挫一成。
周 四 曾 急 瀉 29% 的 比 亞 迪

(1211)，昨日繼續收復失地，最多
曾升逾兩成，全日反彈逾14%，報
28.6元，成交39.5億元。同系的比
亞迪電子(0285)亦升9%，市場對比
亞迪後市看法分歧，但該公司已否
認「股神」畢菲特會減持該股。

細價股「散水」頻頻
多隻細價股昨日出現「散水」情

況，錦藝(0565)公布斥資7.5億元，
收購鄭州購物商場75%股權，股價
大幅下挫33%。另外，田生(0183)日
前公布出售重建業務，並以2.7億元
回購股份，股價仍下瀉21.4%。剛
公佈供股的遠東 (0036) 亦大跌
20.5%，而永泰(0876)、寶峰(1121)
及保興資本(1141)亦分別跌一成。
另外，殯葬服務商富貴生命(1438)

亦繼續插水，昨日再挫6%，該公司
發聲明，指董事會並不知悉導致該
股股價大幅波動的任何原因。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在隔夜美股大升2.4%帶動

下，港股早段大幅向上，高開326點，但其後無力突破，只

有騰訊(0700)、友邦(1299)等大盤股支撐大市。恒指全日升

284點，收報23,116點，成交964億元。分析指，外圍仍有

頗多不明朗因素，影響市場氣氛，使大市昨日受制於10天

線(23,185 點)，部分細價股更跌幅顯著。國指昨日收報

11,400點，升69.4點跑輸大市。全周計，恒指及國指分別

跌133點及164點。

巴郡無減持 比亞迪彈14%

傳盛京銀行每股7.56元定價

窩輪牛熊證 發行八連冠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港交所昨

日應傳媒要求，刊發今年至12月15日的
市場統計數據，當中旗下的證券及衍生產
品市場，創下多項新紀錄。證券市場市值
於年內首次超越26萬億元，更於9月4日
創出26.5萬億元的新高。另外，交易所買
賣基金(ETF)的成交額，今年亦創出1萬億
元新高。窩輪及牛熊證成交額繼續領先世
界，是連續第8年高踞全球首位。

衍生品買賣頻創新高
衍生產品市場方面，H股指數期權、小

型H股指數期貨、恒生國企股息點期貨、
人民幣貨幣期貨(美元兌人民幣)，以及自訂
條款H股指數期權的成交量，今年都創新
高。多種期貨及期權合約的未平倉合約張
數，同樣在今年創出新高。
截至12月15日，本港共有1742家上市

公司，比去年增加6%。股份集資總額為

8,529億元，去年增加125%。上述數字
中，透過首次公開招股集資為1,684億
元，數字與去年全年相若，但今年還有4
隻新股準備在年尾衝刺，共籌106億元，
故今年的IPO集資額將比去年高。

港股日均成交增一成
今年的上市後集資額為6,845億元，較

去年升226%，反映市場集資活動活躍。
期內港股平均每日成交額，錄得為690億
元，比去年增加約一成。
今年刊發的港交所市場統計數據，還包

括附屬公司倫敦金屬交易所(LME)，LME
旗下的鎳成交量今年創出新高，於首11個
月達1,772萬手。截至12月15日，LME產
品今年的平均每日成交量為70.5萬手，較
2013年全年的67.6萬手增加4.4%。主要
合約方面，鎳及鋁的增幅最大，分別增加
39.6%及4.3%。

外匯交易抽查 港銀未見違規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梁偉聰）比亞迪
(1211)股價周四曾暴跌47%，創有史以
來最大單日跌幅。公司管理層當日收市

後在電話會議中澄清，所有業務運作正
常，重申巴郡無減持，該股股價昨日顯
著反彈，收報28.6元，升14%。不過，

各投資銀行就比亞迪的評級意見分歧，
最為看好的瑞信重申「跑贏大市」評
級，維持目標價71元；而麥格理就指比
亞迪目標價為 20元，評級「跑輸大
市」，雙方相差51元。

券商預測意見分歧
比亞迪暴跌後在電話會議上對公司各

傳聞作出澄清，但各行對其出現兩極化
看法。瑞信報告認為是時候吸納比亞
迪，因即使股價急挫，基本因素未有轉
變，集團指業務正常，又點出兩大正面
催化劑，包括明年1月將推出國家電動
汽車充電設施，以及隨住電池供應上
升，新能源汽車銷量有望增加。該行重
申「跑贏大市」評級，維持目標價71
元。摩根大通表示，比亞迪董事長王傳
福對今年第四季及明年前景十分有信
心，指出汽車業務正面復甦，電動公交
車業務比預期好。該行給予「增持」評

級，目標價為68元。
不過，麥格理認為比亞迪目標價為20

元，評級「跑輸大市」，並指現時撈底
仍然言之尚早。 麥格理香港分析師Ja-
net Lewis稱，此輪暴跌證實該行對比亞
迪的負面看法，不過如此大的跌幅也確
實非常奇怪。Lewis將比亞迪評級定為
「跑輸大市」，理由是在剔除政府補貼
因素後，比亞迪的汽車業務仍未實現盈
利，而且產品中新能源車的比例依舊很
低。
瑞銀指，雖然新能源汽車銷售強勁，

惟整體佔比仍小，或未能抵消傳統汽車
銷售下滑，該行仍然看淡比亞迪的傳統
汽車業務，相信未來數個季度的盈利可
能令人失望，維持其「沽售」評級，目
標價22.8元。大摩也相信內地電動車行
業仍需一段長時間才能達至商業化，料
比亞迪未來3至5年傳統汽車仍弱，維
持「減持」評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悅琴）香港首富李嘉誠首度
下廚兼入股的「人造蛋」科技公司Hampton Creek昨
宣布完成第三輪融資籌得9,000萬美元（約7.02億港
元），李嘉誠私人公司維港投資（Horizons Ventures)
及Khosla Ventures均有加碼領投。新投資者有Face-
book 共合創辦人 Eduardo Saverin、雲端運算公司
Salesforce創辦人兼首席執行官Marc Benioff等。

Hampton Creek銷售點1.5萬個
Hampton Creek創辦人Josh Tetrick指出，過去一年銷
售點由零發展至1.5萬個，遍及美國及亞洲，其中在6月於
百佳超市上架。公司擬將今次集資所得加強植物篩選及自
動化程序，及部分資金將用於加快西歐及亞洲的拓展。

超人再注資人造蛋

■Hampton Creek 創辦人Josh Tetrick早前與李嘉誠
見面，並示範炒蛋，蛋的原料由植物提煉。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偉
聰）電視廣播(0511)昨日公布，
委任非執行董事陳國強為董事
局主席及行政委員會主席，接
替年底約滿的梁乃鵬，兩項委
任將於下月1日起生效。
另外，該公司委任總經理鄭

善強為執行董事及行政委員會
成員，下月1日起生效。而現任
獨立非執行董事鄭維新稱由於
業務繁重，故於明年起辭任。

陳國強接任電視廣播主席

■陳國強將於元旦接
任新職位。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偉聰）香港電訊(6823) 旗
下csl.昨日公布，將流動通訊網絡速度由150Mbps升級
至300Mbps的4G LTE-A，月費維持不變，現有4G客
戶將自動升級至4G LTE-A。香港電訊無線網絡及營
運主管孫兆文表示，暫時支援LTE-A的地方有限，預
計明年底可將全部網絡整合及升級。

LTE-A明年底升級完成
該公司稱，現已於新界多個地區完成網絡升級，暫

時支援LTE-A的地方有限，只包括新界一些地區如大
埔、沙田及落馬洲，九龍方面有荔枝角及美孚，港島
方面則有月底才開通的西港島線。孫兆文表示，公司
現時擁有2,000多個4G基站，預計明年初可完成三分
一基站升級，明年底可將全部網絡整合及升級。
csl. Mobile市場營銷總裁林國誠表示，需要Cat 6系

列的手機才可「用盡」300Mbps的上網速度，而暫時
市場上只有三星note 4是Cat 6系列，但個人預期明年
首季將有更多Cat 6手機出台，現階段先預備好網絡升
級。

csl提升4G網速一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堡明）金管局昨日公布對
10間本港銀行外匯交易業務的調查結果，調查顯示於
2008至2013年5年間未有銀行參與、合謀操控外匯基
準定價。整個過程包括4,000萬份內部及對外通訊記
錄，包括處理相關業務銀行職員的聊天訊息，雖然未
有銀行違規，惟發現兩宗涉嫌試圖影響外匯定價及交
易，並已要求銀行採取行動並向金管局匯報。
兩宗案件分別涉及試圖影響外匯基準定價與外匯交
易。前者涉及一名渣打銀行駐港交易員涉嫌於2009年
3月至2010年11月期間，向海外同事發出9個聊天訊
信，試圖影響一隻亞洲貨幣的外匯基準定價，以使其
遠期持倉獲利，惟金管局稱沒有足夠證據證明該人曾
有執行試圖操控該定價的交易。

金管局查獲2問題交易
另一宗交易則涉及一名德意志銀行駐港交易員的行
動，2009年3月他應一位亞洲同事要求，試圖影響美

元兌港元現貨匯率，以使某境外地區入帳的場外貨幣
期權獲利，惟兩人行動最終沒有成功。
對於兩宗案件，金管局已要求涉事交易員採取適當

行動，並向當局匯報所採取的行動，及轉介案件予境
外相關監管機構處理。同時要求涉事銀行委任外聘獨
立機構查明事件原因，包括內部監管及管理成效問
題，並提出建議以防止及偵測交易員的失當行動，再
向當局匯報。

監管問題「保持警惕」
金管局亦指，10間銀行中有6間存在監管不足的問
題，導致銀行交易員於通訊中使用輕率言行，向其他
銀行透露可能是交易對手或客戶的資料。雖然相關訊
息披露未能證實有操控市場，但由於明顯是為分享市
場資訊，當局強調該等行為仍屬不恰當。並補充相關
銀行於過去數年已跟隨國際趨勢作出改善，包括設立
交易監察工具等。

金管局發言人指出，即使今次調查未有發現香港外
匯基準定價受到操控，惟他們「仍希望銀行時刻保持
警惕」，以確保外匯市場的穩健。而當局並建議銀行
應堅持高度誠信，向員工提供道德操守文化，任何操
控行動都不會被容許。
被調查的10間銀行包括美國銀行、巴克萊銀行、法
巴銀行、花旗銀行、德意志銀行、匯豐銀行、摩根大
通、蘇格蘭皇家銀行、渣打銀行及瑞士銀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陳楚倩）趕在年底最後一批上
市的新股作最後衝刺，外電引述消息指，第五家來港
上市的內地城商行盛京銀行(2066)擬以近下限每股7.56
元定價，近招股範圍7.43元至7.81元的下限，相等於
盛京2015年預測市賬率(P/B)0.83倍，集資額約104億
元。該股將在29日掛牌。
另一方面，規模不足3億元的BBI生命科學(1035)，

雖然早前孖展出現抽飛情況，但其公開認購招股反應

熱烈，市場消息透露，BBI已錄得逾47倍超額認購，
招股價介乎1.56元至2.21元。

BBI逾47倍超額認購
該股將在30日掛牌，如無意外，將成為本年度主板
的收官新股。
至於在創業板最後一隻上市新股藍港互動(8267)，

市傳獲星美控股(0198)「入飛」認購1,000萬美元(約

7,800萬港元)，其國際配售部分已錄得超額認購。

藍港傳獲星美「入飛」
另外，該股早前公布集資額減33.3%，相等於是次
集資額由10.87億至14.53億元，減少到7.25億至9.69
億元。
根據補充招股章程，藍港減低是次IPO發行股數，

由1.10952億股減至7,396.8萬股，減幅達三成三，全
數為舊股。當中九成約6,657.1萬股為配售部分，一成
股份約739.7萬股為公開發售，招股價範圍維持在9.8
至13.1元不變。
藍港將延至30日上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陳楚倩）唐宮(1181)與別府昨
日聯合公布，雙方簽訂合作協議成立合營企業，在本
港合作經營馬來西亞菜餐廳「金爸爸」(PappaRich)。
唐宮與別府將分別以股本注資不超過500萬元及1,500
萬元，各佔合營30%及70%。
別府集團行政總裁譚淑儀昨表示，首間餐廳將在明

年首季末開業。現時公司已在旺區物色舖位，首選人
流暢旺的銅鑼灣或尖沙咀，借此吸引年輕消費群。合
營公司計劃在未來兩年再開設多3間至4間分店，每間
分店成本約400萬至500萬元，佔地約2,000方呎。每
人平均消費定位約90元至100元。
唐宮行政總裁翁培禾補充指，公司第一步將「金爸

爸」引入本港市場，其後再拓展至澳門市場，目前正
找尋當地的合作夥伴。至於主打品牌「唐宮小聚」將
計劃在明年開設3間至4間分店，可能在菜色上引入川
菜或江南菜等，亦計劃將餐廳發展至海外市場。

唐宮夥別府開馬來菜館

投行對比亞迪
評級及目標價

券商 投資評級 目標價
瑞信 跑贏大市 71元
摩通 增持 68元
野村 買入 64元
海通國際 買入 59.7元
美銀美林 買入 57.16元
高盛 中性 46.69元
大摩 減持 34元
花旗 沽售 34元
巴克萊 減持 31元
瑞銀 沽售 22.8元
麥格理 跑輸大市 20元

製表：記者梁偉聰

交銀人幣定存4.04厘新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堡明）人民幣兌換上限放寬

後，各間銀行紛紛「爭餅食」，交銀昨日宣布旗下理
財客戶（即資產值達80萬元以上客戶）6個月的人民
幣定期年息率達4.04厘，更是本港歷史以來同期最高
的息率。
據悉，相關定存的起存門檻僅為5萬元人民幣，而9

個月期同時高達3.95厘。不過，並非交銀理財客戶亦
不需失望，相關息率只要各減0.3厘，即使是一般客戶
的定存息率，仍然高於一般本港銀行。

■恒生指數收報23,116點，升1.25%，全日成交金額964億元。 中新社

■金管局指出，是次調查未有發現香港外匯基準定價
受到操控。 資料圖片

■瑞銀指，比亞迪新能源汽車銷售雖然
強勁，但恐未能抵消傳統汽車銷售下
滑。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