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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7連跌 累瀉近千二點
技術上已超賣 料短期反彈後再尋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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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上海證券首席策略師葉尚志表示，港股七連
跌，已經累挫1,169點，但成交仍弱，反映資

金入市意慾不大，故他預期，港股還會繼續尋底，
待恒指跌至250天線(23,500點)水平，值博率才會重
現，相信該水平有一定支持。技術上，恒指已出現
超賣訊號，料港股跌勢將進入尾聲，投資者可留意
內地電訊股及內險股。

美元強金油股弱 濠賭股續挫
藍籌股普遍向下。秦皇島動力煤價見5個月新
低，神華(1088)隨一眾煤股偏軟，全日挫3.8%，
是表現最差藍籌。濠賭股尚未止跌，金沙(1928)
再跌3.6%，銀娛(0027)跌 3.4%，兩股緊隨神華其
後。
美元走強，油價、金價皆下挫，中海油(0883)跌逾
2%，招金(1818)跌3.3%，中國黃金(2099)跌3%，中
國貴金屬(1194)大跌7%。但憧憬美元繼續強勢，日
圓便會受壓，美元兌日圓昨日曾試過升破122，創7
年新高，令在日本進口的阿信屋(0759)抽升逾9%，
一口氣升破10天、20天及50天線，東瀛遊(6882)也
升近2%。

長實暫退場 系內股份逆市升
長實(0001)重組，股份暫時退場，但系內其他股份

卻見逆市造好，和黃(0013)全日升1.9%，長建(1038)
升1.56%。
匯控(0005)再跌至兩年半新低，收65.95元，跌

1.7%，分析員認為，該股要在跌穿65元水平後，才
有機會略為反彈。
中旅(0308)昨午突然停牌，將發布內幕消息之公

告。該股在停牌前，急跌4.3%，美銀美林給予中旅
「跑輸大市」的評級，相信中旅復牌後，仍面對一
定壓力。
近期一直造好的阿里影業(1060)，昨日急挫近

6%，收2.17元。主因昨日有近11億元大盤，在開市
前成交，由於有關股數與該股的股東董平持股量相
同，令投資者爭相走避，令該股下挫。由於該股的
母公司阿里巴巴的180日禁售期將至，屆時可能再有
4.37億股於市面上沽售，勢為該股增添壓力。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美匯指

數呈強，逼近100大關，反映資金回流美

元體系，無論外匯或股市皆見疲弱；美國

加息預期升溫，外圍股市疲弱，除日股及

滬綜指外，亞洲區股市均報跌，港股繼續

「七連跌」。恒指昨日曾跌近200點，低

見 23,703 點。全日收報 23,718 點，跌

179 點，國指亦跌 90 點，收報 11,417

點，重回 1月中低位，全日成交 787 億

元。

■傳皓文獲內地財團秘密注資，擬向亞視大股東洽
購不少於50%的股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堡明）亞視問題再有轉
機。據《中國證券報》昨日報道，創業板股皓文控
股（8019）獲內地財團秘密注資，擬向亞視大股東
黃炳均洽購不少於50%的股份，若收購最終成事，

皓文會成為亞視控股股東。皓文昨日早上亦宣布停
牌，使消息更加熾熱，皓文亦一躍成為投資者間的
熱話。不過，綜觀皓文的財務情況及歷史，除非大
量融資或神秘易主，否則只有317萬元淨現金的皓文
只能支付亞視每月五分之一的員工薪酬。

皓文僅手持317萬 股權分散
皓文主要從事生物降解原料及產品兩項業務，根

據其去年9月公布的中期業績顯示，公司資產淨值為
2.2億元，不過當中只有317萬元為現金，2.2億元幾
乎全屬於商譽價值。以317萬元現金估計，莫說要收
購亞視，連協助亞視支付一個月員工薪金的能力也
不足。若收購亞視真能成事，其必然要進行融資，
融資方式包括配股、供股、向銀行借貸等等。

多次發換股債或已秘密易主
皓文的股權背景十分複雜。據港交所披露易的資
料顯示，截至昨日為止，大股東黃文強持有皓文
5.99%股份，股權十分分散，而公司於去年9月及10

月就進行多次轉換可換股債券及發行和行使紅利認
股權證，大大攤薄大股東黃文強股權，一切似乎有
秘密易主的可能性。
值得留意的是，亞視的持有人必須為香港人，但

根據披露易所指，雖然黃文強同為格林國際
（2700）的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但並無具體指明
黃氏乃香港人。皓文只於各份董事任命書上披露，
執行董事駱榮富曾於本港接受教育，另一位執行董
事梁景輝則曾於跨國核數師行及上市公司任職。

市場傳言滿天飛 入市需小心
市場上目前流傳最盛的傳聞有兩個：一是亞視透

過皓文借殼上市，不過由於亞視長期虧損，未必能
通過當局的審批；另一個則指秘密財團透過皓文借
殼上市，從而大量注資，在擁有大筆資金的情況
下，就可進行洽購，屆時可收購亞視成為子公司。
不過，目前大部分市場消息只是傳言，投資者入市
前應小心考慮。
皓文停牌前股價為0.31元，公司市值13.2億元。

傳皓文獲財團注資入主亞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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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寶金融：美元料走強數年

石油金礦股挫
名稱 股號 昨收(元) 變幅(%)

中能控股 0228 0.174 -8.42
中海油 0883 10.38 -2.08
昆侖能源 0135 7.23 -1.63
中石油 0857 8.19 -1.33
中信資源 1205 1.03 -0.96
中國貴金屬 1194 0.54 -6.90
招金礦業 1818 4.06 -3.33
中國黃金國際 2099 9.60 -3.03
紫金礦業 2899 2.14 -1.38
壇金礦業 0621 0.163 -1.21

濠賭股持續受壓
名稱 股號 昨收(元) 變幅(%)

金沙中國 1928 31.25 -3.55
銀河娛樂 0027 33.90 -3.42
美高梅中國 2282 14.76 -2.64
永利澳門 1128 17.54 -2.12
新濠博亞 6883 55.35 -2.04
澳博控股 0880 9.76 -1.91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陳楚倩）海通國際(0665)
昨公布截至2014年12月底止全年度業績，受惠
去年滬港通開通及新股上市業務，股東應佔溢利
增加92%至10.18億元，每股基本盈利56.17仙，
派末期息15.5仙，按年增加逾四成。副主席兼行
政總裁林涌昨表示，海通是滬港通初期「最大的
得益者」，加上年內深港通開車，預計佣金收入
將至少增加逾五成。 今年目標是有望成為「一
帶一路」最大的得益者。

冀成「一帶一路」最大得益者
林涌昨在全年業績會上表示，深港通以中小型

股票交易為主，當局或以指數股票為指標，相信
海外機構投資者亦對其較有興趣。他希望，公司
能夠成為「一帶一路」最大的得益者，將受惠於
「一帶一路」政策所衍生的人民幣及金融業務發
展。

力拓投資銀行 星開展新業務
未來公司亦會重點發展投資銀行，屆時或在新

加坡開展固定收益業務，現階段已取得當地牌
照。對於中證監研究向銀行發出券商牌照，他認
為是好事，行業監管被打破後，券商亦有可能獲
得銀行牌照，有利發展不同種類的業務。

海通國際在業績報告披露，年內，收入升65%至27.13億
元。去年受益於新股上市的活躍以及滬港通開通，首次公
開發行數量較過往兩年有明顯上升，期內完成15個IPO和
21個債券發行和承銷項目，帶動企業融資業務大增。2014
年底，集團RQFII額度達107億元人民幣，位列中資證券
機構之首，QFII額度新增2億美元；去年總融資規模達118
億元，槓桿比率由2013年底的3.37倍提升至3.96倍，維持
於健康平穩水平。

企業融資業務溢利大增兩倍
年內，經紀及孖展融資業務溢利增51%至3.08億元；企
業融資業務溢利大增兩倍，至3.03億元；股票衍生產品業
務則由2013年的虧損1621.7萬元，轉為去年錄得溢利1.04
億元；投資業務亦由虧損轉為錄得溢利8,284.2萬元。加權
平均淨資產收益率 (ROE) 為 15.7%，按年增3.1個百分
點，總資產482億港元，增長6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陳楚倩）昨日三隻新股
首掛，表現各異。KTL（0442）除了今年暗盤
賺得最多外，再下一城成為今年首掛賺得最多
新股。該股首掛全日升近61%收4.82元，不計
手續費，每手1,000股，賬面賺1,820元。至於
蘇創燃氣(1430)收2.09元，高上市價0.5%。春立
醫療(1858)全日收14.3元較上市價升3%。
KTL行政總裁紀若鵬昨在上市儀式上表示，
受烏克蘭地緣政治因素影響，拖累公司最大銷
售市場俄羅斯銷量及均售價下跌，但由於產品
定位為中低端，故未有太大影響，並料今年該
市場佔銷售比例少於一半，公司未來會進一步
擴張過去數年增長保持雙位數的中美市場。其
公開發售獲近40倍超購，一手中籤率100%。

近日多隻新股掛牌，抽乾市場巨量資金，昨
日兩隻新股的場外交易冷清，上市前夕，內地
動漫公司華夏動漫(1566)及本港固網及寬頻服務
供應商香港寬頻(1310)暗盤價表現未如預期理
想，分別一手最多蝕180元及95元。

華夏動漫香港寬頻暗盤齊跌
據輝立交易場資料顯示，華夏動漫暗盤開市

報3.6元，較招股價3.65元，跌1.37%，之後低
見3.4元跌6.85%，收報3.47元跌4.93%，每手
1,000股蝕180元。香港寬頻方面，據輝立交易
場資料顯示，昨晚其暗盤開市報9元，與招股價
相同，並以低位8.81元收市，跌2.1%；每手
500股蝕95元。

KTL首日升61% 每手勁賺1820元

■KTL成今年首掛賺得最多新股。圖為KTL行政總裁紀若鵬
及營運總裁李文俊主持上市儀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上海報道）市場
傳聞稱上海電氣（集團）總公司欲在未來2至3
年內實現整體上市，昨日上海電氣股份(2727)
A、H股同時停牌，隨後於傍晚發布公告證實，
集團正在積極深化和推進國資國企改革，目標
是整體上市。同時強調將「有選擇性地把自身
的優質資產整合注入公司」，但並未給出時間
表。不過種種跡象表明，集團的整體上市進程
正在提速。
上海電氣集團隸屬上海市國資委，是中國裝
備製造業最大的企業集團之一，主要產業涉及
能源、工業裝備和服務三大領域，目前旗下擁
有5家上市公司，除了上海電氣股份外，還有上
海集優(2345)、上海機電、海立股份、自儀股
份。
《上海證券報》援引上電集團總公司董事長
黃迪南指，集團的目標是在2、3年內實現整體

上市，未來集團公司所有資產都將整合、打
包，包括旗下上市公司中的部分公司資產，也
將注入上海電氣以實現整體上市。並透露，目
前集團已開始做相關的內部資產調整工作，接
下來會有選擇性地把一些上市公司資產注入上
海電氣股份。

將優選資產整合注入公司
上海電氣股份AH股股票昨天上午開市前停

牌，A股周二收報10.35元人民幣，漲2.07%；H
股周二收報4.42港元。傍晚，公司發布公告
稱，「上海電氣總公司隸屬於上海市國資委，
電氣總公司正在積極深化和推進國資國企改
革，目標是實現整體上市，未來電氣總公司會
有選擇性地把自身的優質資產整合注入公司，
以實現電氣總公司的整體上市」，但並未給出
整體上市時間表。

上海電氣集團證實將整體上市
香港文匯報

訊 （記者 張
聰、施虹羽）
據此前澳門博
彩監察協調局
公布數據顯
示，2月份全
澳博彩毛收入
同比少 48.6%
至195 .4億澳
門元。澳區全
國政協委員、
澳博(0880)行政
總裁蘇樹輝昨

於全國兩會上表示，澳門博彩行業下半
年有望回穩，但不會有巨大反彈，他預
測澳門全年賭收較去年下降10%-15%。

蘇樹輝表示，由於去年澳門賭收基數
較高，因此從今年上半年數據來看，下
降較為明顯，但下半年會逐漸好轉，綜
合來看全年跌幅不會太大，預計今年澳
門 全 年 賭 收 會 較 去 年 同 比 下 降
10%-15%。
談到內地反腐對澳門博彩業的衝擊，

蘇樹輝表示，來自內地的遊客佔澳門市
場超過80%，由於國家加大反腐力度，
很多人不敢再到澳門參與賭博，這也是
博彩業連續下跌的原因之一。

不擔心鄰區加快發展博彩業
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博彩業在加

快發展，是否影響到澳門的博彩遊客向
周邊國家轉移？對此，蘇樹輝表示，不
用擔心，因為如果新加坡等其他國家大

力開辦博彩業，將會對其原有經濟結構
造成影響。

周錦輝：澳賭業需調整2年
另外，澳區全國政協委員、澳門勵駿
創建(1680)聯席主席周錦輝預計，澳門博
彩業的調整尚有2年的調整期，其中還
要視乎交通配套，尤其是港珠澳大橋的
建成能否帶動人流。
周錦輝認為，賭收持續按年下跌，可

讓博彩業思考調整創造新的市場的機
會。他指出，澳門博企已經回本，亦有現
金及具備能力融資，即使賭收下跌至每月
150億澳門元「也不算什麼」，政府亦有
充足盈餘，只是賭收沒有大幅增加。
問及未來有多1個賭牌給華資企業的傳

聞，周錦輝笑稱，「很多人認為是指我，
這消息不是我說出來的」，又指檢討博彩
業是政治決定，將來檢討時才說，並稱
「但若果有的話，全世界都是公平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萃華）SAXO盛寶金融
亞洲區宏觀策略師Kay
Van-Petersen昨日於記者
會上指，美元未來數年會
持續強勢，而今年末瑞郎
匯價會跌至 1.05-1.1 水
平，他同時看好歐洲股，
認為在歐洲央行量化寬鬆
政策後有40%至60%的升
幅，又指今年歐洲消費支
出會有大幅增長，因此有
利歐洲市場。

看好歐日印度股市
Kay Van-Petersen 表

示，歐洲會重演美國量化
寬鬆政策，而且會更加深

入，因此今年歐洲股會是贏家。而日本股市會持續升勢，
日經指數今年會上穿22,000點，而日經昨收報18,723.52，
即有近8,700點的潛在升幅，而他料年底1美元可兌125日
圓至130日圓，至2016年會升至140日圓及150日圓之間。
至於新興市場，他較看好印度股市，而他料今年末整體印
度股市會有20%及30%的升幅。

■Kay Van-Petersen料美元
持續走強，年底1美元可兌
125日圓至130日圓。

黃萃華攝

蘇樹輝：今年澳門賭收或跌15%

■蘇樹輝稱，澳門博彩
行業下半年有望回穩。

資料圖片

■■ 港 股 七 連港 股 七 連
跌跌，，昨挫昨挫179179
點點，，成交成交787787
億元億元。。 中通社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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