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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飆近兩倍 近5月增速加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裘毅、蔡競文）滬深股市昨走勢嚴重分化，少
數權重藍籌急拉主板震盪衝高回落，上證綜指盤中最多漲超2.6%，上
探 3,189 點，創 59 月新高，隨後跳水回落，午後維持窄幅震盪。不
過，據上海和深圳證交所最新數據顯示，截至上周五，滬深兩市融資
融券餘額首次突破 1 萬億元（人民幣，下同），達到 10,070.1 億元，
這意味着兩融業務規模在一年不到時間內增長了近兩倍。

去年底，滬深兩市融資融券餘額為
3,465.47 億元。今年上半年，兩融

餘額呈現緩慢攀升態勢，但 8 月開始增
速明顯加快，幾乎每月增量在1,000億元
左右，而12月預計將超過2,000億元。

大額孖展均集中金融股
業內人士指出，除了兩融標的券範圍
放開及更多券商加大業務拓展力度外，
今年下半年，A 股市場自低點反彈，客
觀上亦增加投資者加槓桿追加投資的需
求，尤其是近一個月以來，大盤升勢加
快，融資量自然水漲船高。11 月，滬深
兩市用了不到一個月時間，自 7,000 億
增至 8,000 億元以上，而 12 月則是三周
時間，規模提升2,000億元。
除上證 50 ETF 和滬深 300 ETF 外 ，

目前兩市融資餘額超過 100 億元都是金
融股，如浦發銀行、民生銀行、中信證
券 、海通證券、興業銀行、中國平安。
其中中信證券的融資餘額最大，截至上
周五為 240.4 億元，佔其市值總額的
7.5%左右，尚處於安全水位。

滬指創 59 月新高後腳軟
滬深兩市昨日成交增約四成，創業板
繼續走低跌近 5%，題材股整體暴跌，
兩市近 300 隻個股跌停。上證綜指收報
3,127 點 ， 漲 幅 0.61% ， 成 交 6,244 億
元；深成指報 10,609 點，跌幅 0.18%，
成交 3,078 億元；創業板指報 1,518 點，
跌幅4.94%。
銀行板塊漲近 7%，中國銀行、農業
銀行、民生銀行漲超 9%，建設銀行漲

■滬深股市昨走勢嚴重分化，滬指震盪收漲，銀行板塊升勢凌厲。
超 8%，工商銀行漲近 7%。其餘兩個金
融股表現分化，保險漲超1.5%，券商跌
近 2%。煤炭石油板塊漲超 3%，中煤能
源、西山煤電漲停，中石油漲 2.78%，
中石化漲超2%。

創業板急瀉 題材股重災
廣州萬隆認為，題材股為主的創業

中新社

板出現暴跌。一是註冊制或在明年下
半年推出，這將直接拉低小盤股估
值，從而令題材股價值回歸；二是本
輪新股申購將達 2 萬億元以上，資金的
大幅流出直接令估值高企的題材股重
挫；三是中證監出手打擊操縱股價，
18 隻被查的股票均暴跌，嚴重打壓了
題材股。

湖南有色料半年內完成港退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易）擬獲母公司私有化的
湖南有色(2626)或開啟 H 股國企退市先河，市場關注
其退市後，資產會否注入同系 A 股上市平台中鎢高新
和株冶集團。湖南有色終極母公司及控股股東五礦集
團副總裁李福利昨專程來港解畫，指退市單純出於提
高內部營運效率考慮，無計劃將相關資產注入 A 股，
或重組五礦集團整體上市，現階段首務是獲股東支
持，預期明年上半年內完成退市。

港平台再融資能力低
湖南有色本月 11 日公告，擬獲母公司湖南有色集團
以每股 4.2 元（港元，下同）收購全部已發行 H 股，
要約價較停牌前收盤價每股2.49 元約溢價 68.67%。除
了公告提到的兩間公司業務有重疊，全球有色金屬市
場疲弱、香港上市平台再融資能力低，亦是私有化重
要原因。
市道方面，近年全球有色金屬產能提高，但中國、
歐洲及新興市場經濟增長放緩，導致需求並無相應增
長，有色金屬價格面臨下行壓力。李福利預期，價格
短期難以根本性反轉，集團惟有整合資產擴大市佔。

光大國際（0257）昨日宣布，其全資子公司光大水
務控股本月 12 日完成反向收購漢科環境，漢科環境並
於新加坡交易所更名為光大水務。
光大集團股份公司董事長、光大國際董事局主席唐
雙寧，光大集團股份公司副總經理、光大國際董事局
副主席劉珺，光大國際行政總裁、光大水務董事長陳
小平，光大水務副董事長兼總裁王天義，新加坡證券
交易所首席執行官麥尼思．博可（MagnusBöcker）
出席光大水務在新交所上市儀式。

相關資產不會注 A 股

■湖南有色終極母公司及控股股東五礦集團副總裁李
福利(中)昨專程來港解畫。右為郝傳福。
張易 攝

無意加價 無「Plan B」
至於公告寫明不會增加收購要約價，李福利坦言，
湖南有色本身業績不足以支撐每股4.2元的收購價，上
述要約價已體現公司最大誠意，集團無意提高預算，就
算收購失敗也無「Plan B」。事實上，湖南有色翌日復
牌後勁飆59%，昨日再漲0.53%，收報3.82元。

光大水務新加坡上市

被問到是否對退市感到可惜，李福利坦言，退市是
基於現時、未來及大小股東的綜合利益考慮，相信可
致「共贏」。另一方面，削走 H 股融資平台不意味失
去境外融資渠道，上月通車的「滬港通」便是簡便有
效的渠道之一。
考慮到有色金屬目前並無合適替代品，李福利對行
業前景保持「審慎樂觀」，相信現階段的需求疲弱是
受新興市場、歐洲經濟增長放緩、中國金屬結構轉
換、及國家環保政策間接影響，加上中國人均金屬量
與國際仍有差距，相信價格長遠會回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
道）深圳前海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下稱
「前海金控」）昨在前海企業公館舉行
赴港發行人民幣債券啟動儀式，前海金
控還與深交所建立全面戰略合作關係，
前海金控跨境人民幣銀團組建等多個簽
約儀式也同時舉行。

人行調查：
銀行家料貨幣政策仍適度

58.8%居民指房價高難接受
同時，人行亦發布的四季度城鎮儲戶問卷調查報告
顯示，有 52.9%的居民認為物價「高，難以接受」，
較上季下降 1.1 個百分點。房價方面，有 58.8%的居民
認為目前房價「高，難以接受」，較上季下降0.7個百
分點，37.6%的居民認為目前房價「可以接受」，
3.6%的居民認為「令人滿意」。
對於下季度房價，17.3%的居民預期「上漲」，
52.5%的居民預期「基本不變」；未來三個月內準備
出手購買住房的居民佔比為14.5%。
在四季度企業家問卷調查報告中，企業家宏觀經濟
熱度指數為31.1%，較上季下降1.1個百分點。

首單跨境人民幣銀團貸款
此前前海金控啟動赴港發行人民幣
債券，有望將來成為境外市場第一單
具有前海概念的人民幣債券。據悉，
前海金控目前並成功爭取到中資企業
赴境外發債中最高 50%的發債資金回

流比例，發債用途也取得較大突破。
前海金控跨境人民幣銀團組建簽約儀
式也同時舉行，此次由前海金控攜手與
深港金融機構推動首單跨境人民幣銀團
貸款，是跨境人民幣貸款體系下的業務
創新示範。來年前海將會有大量大型基
礎建設項目上馬，跨境人民幣銀團貸款
新模式將豐富前海跨境人民幣貸款業務
的內涵，更有效加速擴大前海跨境貸款
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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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港澳台灣慈善基金
■香港中山青年協會賓主合影留念
以下三個方面：首先，要關注在港中山青年的成長和發
展，積極組織以青年一代為主題的活動，進一步加強協
會凝聚力以及各會員之間的交流溝通；其次，採用年輕
人的獨特方式，加強中山與香港兩地青年以及各個青年
團體之間的相互了解和交流；第三，抓住機遇，開拓創
新，幫助中山及香港同胞開放視野，為兩地青年架起通
向國際舞台的橋樑。
馮煜榮在致辭中讚揚了該協會在維護香港繁榮穩定以
及團結在港中山青年方面作出的突出貢獻。他希望協會
各成員能夠繼續銳意進取，全心全意造福社會，支持政
府依法施政，為香港的美好未來做出貢獻。

天際 100 倒數賞煙火

會主辦的第九屆愛心獎
頒獎典禮，日前在香港
柴灣的青年廣場舉行，
3 位香港和 2 位台灣愛
心獎得主，因為他們動
人的愛心善行，每人各
獲 得 港 幣 50 萬 元 的 獎
金，和在場近 500 位來
賓們激情的掌聲。
今年的愛心獎邀請港澳台灣慈善基金會主席何玉
美、愛心獎終審委員會主席梁愛詩、台灣亞洲大學教
授(前衛生署署長)楊志良、愛心獎召集人林添茂以及本
屆「愛心大使」林志炫，為頒獎禮主持拉桿儀式，寓
意大家同心啟動愛心，為世界發放更多愛心正能量。

頒獎禮場面溫馨感心
■天際 100 香港觀景台由即日起呈獻「2015 跨年倒數
煙火門票」
可於早上 10 時至晚上 8 時（最後進場時間為晚上 7 時）
到臨天際 100 欣賞香港的景色；而晚上 9 時至午夜 1 時
則只開放予持有「2015跨年倒數煙火門票」人士。

今屆愛心獎 5 名得獎人包括：來自香港的蔡克、
陳兆焯、陳灼明，及來自台灣的劉銘、陳公亮。大會
邀請曾獲頒行政長官社區服務獎的香港演藝界金牌司
儀安德尊到場向大家分享他多年行善經驗。另外，
「愛心大使」台灣「美聲王子」林志炫，也由台灣親
臨現場，為大家獻唱他曾為「癌症希望基金會」所創
作的《我希望》一曲。

今
■屆愛心獎 名得獎人包括來自香港的蔡克
（右一）、陳兆焯（右二）、陳灼明（左
一），及來自台灣的劉銘（中）、陳公亮（左
二）。

港澳台慈善基金會舉辦愛心獎頒獎典禮

中山青年協會新屆就職

為迎接新的一年，天際 100 香港觀景台由即日起呈獻
「2015 跨年倒數煙火門票」；訪客可以在舒適的室內
環境及 360 度飽覽壯麗夜空，並在全球最美天際線的襯
托下，與摯愛家人觀賞絢爛多姿的跨年煙火美景，盡享
不一樣的體驗。同時亦將推出「港人半價購票優惠」，
鼓勵港人與家人及摯愛親臨天際100，歡度佳節。
天際 100「2015 跨年倒數煙火門票」現已於官方網站
公開發售，由即日起至 12 月 18 日期間，可以優先預訂
價港幣 208 元（原價港幣 238 元）訂購普通票，或以港
幣 258 元（原價港幣 288 元）訂購套票（包含入場門票
1張連美酒1杯）。
元旦前夕當日的天際 100 日間門票將如常發售，訪客

至於盈利能力方面，欒大龍指因科研院
由國家大量撥款，包括產品研發的資本性
開支大部分甚至全部均由國家支付，加上
人力資源少、資產折舊較低，使軍工科研
院的盈利能力遠高於其他以製造加工為主
的軍工企業。特別是軍工科研院的技術含
量及附加值更高，所造產品大都為高科技
產品，以至某類裝備中最具技術成分的關
鍵部分，佔據產業鏈最重要的部分，相信
會獲得較高溢價。
透過產研結合，欒大龍引用國際經驗
稱，軍工企業能有效整合內部分散的科技
資源，提高研發效率，更使先進科研成果
第一時間轉化為生產力。而更多的政制改
革出台，科研院類資產重組不僅可提升上
市公司業績，更加提升科研院估值。

前海金控啟動赴港發人債

http://www.wenweipo.com

香港中山青年協會第三屆執行理事會就職典禮暨四周
年會慶聯歡晚會，日前假座北角富臨皇宮隆重舉行。中
聯辦青年部副巡視員曾衛東，中山市人民政府黨組成員
馮煜榮，中山市政協副主席韓澤生，中聯辦九龍工作部
處長林琨琅，香港民政事務局局
長政治助理徐英偉，在該會第三
屆主席黃繼銘、榮譽主席吳傑莊
以及活動籌委會主席蕭震然的陪
同下，共同出席當日活動並擔任
主禮嘉賓。
黃繼銘在致歡迎辭時表示，將
帶領新一屆執行理事會成員竭盡
■黃繼銘在致辭中介 所能，團結中山各界青年，並把
該協會今後一年的工作重心放在
紹協會未來的工作

盈利能力遠超軍工企業

香港文匯報訊 人民銀行昨日發布四季度銀行家問
卷調查報告顯示，四季度認為貨幣政策「適度」或
「偏鬆」的銀行家佔比為 86.6%，較上季提高 2.1 個百
分點。對於明年第一季度，91.5%的銀行家預期貨幣
政策「適度」或「趨鬆」。
報告並顯示，四季度有 49.8%的銀行家認為當前宏
觀經濟「正常」，較上季下降 6.2 個百分點；有 48.8%
的銀行家認為當前宏觀經濟「偏冷」，較上季提高 6
個百分點。

而股價持續低迷的 H 股上市平台湖南有色，董事會
認為受客觀原因影響，股價短期難以力挽狂瀾，退市
反而給中小股東提供理想退出途徑。

市場憧憬湖南有色私有化後相關資產注入 A 股，乃
因五礦 2012 年曾承諾，「三年內通過併購重組等方
式，使中鎢高新形成完整鎢產業鏈」，對此集團管理
層解釋，集團內部有其他鎢資產可供注入中鎢高新，
「大家不要多聯想」。
五礦有色金屬控股副總經理郝傳福補充，相關資產
「未來肯定會根據市場情況持續整合」，惟現階段無
具體方案。

中國軍工科研院或加速上市

滬深兩融餘額首破萬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堡明）中國軍工
科研院改制的徵求意見已結束，軍工專家
認為，有關軍工科研院改制上市已經形成
基本共識，除最核心軍事研究機構外，其
他科研院的改制上市於理論上沒有實質性
障礙。
內地媒體昨日報道指出，有關部門甚至
欲將軍工科研院的改制加快推進，其速度
甚至會超出市場預期，軍工專家欒大龍就
表示，軍工科研院是目前最能代表技術創
新的「國家隊」，也是「國家隊」中最具
科技實力。是次上市可謂中國政制改革的
其中一步，將中國軍工科研院搬到世界舞
台的眼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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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以別開生面的方式介紹最後一位的得獎者，也為
整個頒獎禮掀起高潮。大會先以兩個表演去表達同殘障
人士的生命故事：3位肢體殘障的女孩在舞台上隨音樂
翩翩起舞，接一位有腦殘障的男生於台上向觀眾獻
唱；原本在別人眼中註定要悲傷度過餘生的他們，現在
卻向大家表現自己堅強積極的一面。這全緣起於 2004
年開創「混『障』綜藝團」的團長－罹患小兒麻痺
症，3歲就開始與輪椅為伴的「小巨人」劉銘。
司儀宣布請劉銘上台接受獎項的一刻，劉太太就由
台前的座位抱他一步步上台，而女兒也接從後台
出來上前獻花給她這位最自豪的爸爸，場面非常溫
馨，全場人士無不為之動容，站起來用熱烈持久的掌
聲表達對這位「小巨人」的感動。最後大會以大合照
為今年9屆愛心獎頒獎典禮劃上完美又感人的句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