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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匯逾3年低 拆息抽高
人幣資金短缺 中信4.5厘門檻僅10萬最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暗
盤潛水的香港寬頻（1310）昨日掛
牌，首日上市平收，與招股價9元持
平，散戶無斬獲更蝕手續費。反而抽
中另一隻新股華夏動漫（1566）可每
手賺70元，該股收報3.72元，較招股
價3.65元高1.9%。

香港寬頻保不失瑞信看好
香港寬頻首掛開報8.99元，跌至
8.82元獲承接，其後升至9.11元乏
力，全日收9元，與上市價持平，成
交1.32億股，涉資11.87億元。瑞信
昨亦首予其「中性」評級，目標價
10.1元。該行指本港寬頻市場仍具吸
引力，競爭環境相對良性，可讓營運
商將滲透率日漸增加的高速光纖寬頻
業務轉化成利潤，提高ARPU增長。
行政總裁楊主光昨在上市儀式上表

示，客戶平均每月消費為180元，暫
時無加價計劃。光纖寬頻市場龐大，
不擔心同行競爭激烈，本港200萬個
的住宅寬頻用戶中，當中三分一是有
待開發的。而每年陸續有4萬個單位
落成，故對未來業務增長樂觀，成為
住宅寬頻業務支撐。

中再集團傳選IPO安排行
下半年新股市場仍然是由內地金融

股撐起，市場消息指，內地最大的再
保險商中國再保險集團計劃在下半年
來港招股上市，集資規模20億美元
(156億港元)。消息指，中再集團已邀
請各投行下周赴北京，以挑選其IPO
的安排行。另外，北京銀行董事長閆
冰竹早前接受內媒訪問時指，該行赴
港上市計劃正在推進中，但具體上市
時間表仍未決定。

廣物地產或年底來港上市
此外，市場消息指，廣東物資集團旗下的廣物

地產有可能在年底來港上市。公司總裁蔡春萌日
前在公司年會上明確2015年的經營目標及未來發
展規劃，並將廣物地產進軍國際資本市場首次提
上了議程，首選香港為上市地方，時間很有可能
是今年年底。廣物地產資產總規模逾200億元人
民幣。

各間銀行繼續大搶人民幣存款，使人幣定存息率屢創
新高，面對人民幣的資金短缺，各間港銀來勢洶

洶，繼永隆銀行前日宣布大幅調高人民幣定息至最高4.4
厘，創昨日銀行人民幣息率的歷史新高後，「最高息」
的寶座再次坐不足一日，就被中信國際的4.5厘趕過，使
人幣定息連續兩日創歷史新高！

中信3至12個月劃一優惠
中信國際昨推出以10萬元人民幣開設3至12個月人民
幣定存，均劃一享有4.5厘優惠。中信國際個人及商務銀
行存貸業務執行總經理陳詩藹指，人民幣流動性依然緊
張，故推出「簡單直接，讓客戶一目了然」的高息優
惠。
早前永隆銀行推出4.1厘的定存息率同樣成為當時之
最，可惜「最高息」的寶座不足一日，就被創興銀行
(1111)以同樣的低門檻人民幣定息4.18厘壓下來。事隔不
足1個月，永隆銀行「王子復仇記」般地以4.4厘高息再
次向群雄發起挑戰，可惜兩次的「最高息」寶座均坐不
足24個小時。

工銀6個月人幣定存4.1厘
各間銀行亦陸續加入戰團，昨日最新參戰的還有工銀
亞洲，該行向人民幣新資金開設6個月定存最高4.1厘，
惟存款額需在50萬元或以上，且必須是工銀亞洲的自動
轉賬支薪客戶。工銀亞洲一向未有加入「最高息」銀行
之列，有市場人士相信是次提高息率，或反映銀行間
「搶存款」情況激烈，使其他銀行不得不應戰。

中銀參戰矚目 推4.05厘息
但綜觀近日最矚目的，可算是中銀香港(2388)的參
戰，大型港銀一向未有加入「搶存款」之列，但中銀香
港昨日同樣大幅調高人民幣定存息率至最高4.05厘，該
行亦強調優惠推廣期有限額「額滿即止」，惟沒有列明
限額有多少。中銀香港乃首間參戰搶人民幣存款的大
行，有媒體引述中銀理財客戶專員指，該行資金「有些
緊」。
搶存款的戰區亦有蔓延之勢，一直「鬥高息」只集中

於中長期的人民幣定存，HIBOR短息上升，增加銀行
「搶短錢」的意慾。短期息率一向維持於5厘水平，但
信銀早前就宣布向擁有800萬元以上的私人客戶，提供
年利率達5.75厘的3個月100萬元人民幣定存。南洋商業
銀行亦加入「搶短錢」的競爭，該行推出最新存款優惠
以1萬元人民幣開設108日定期存款，年利率達4.38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堡明）美匯持續走

強，但與之掛鈎的港元卻未能同步上升，港匯

指數持續走弱，昨日更曾低見 7.7744，乃

2011 年 12 月底以來最弱，昨晚 7：35 報

7.7684，反映本港資金有流走跡象。即使春節

過後，本港銀行同業拆息（HIBOR）仍然高

企，正好解釋港銀近月不斷提高人民幣定存息

率的原因，昨日就有短期HIBOR有飆高跡

象，其中即夜HIBOR為 0.06108，較周三的

0.05804 上升 304 個基點，7天 HIBOR上升

143個基點至0.10857，14天則為0.15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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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澳門博彩收入
連跌9個月，濠賭板塊股價亦隨之跌跌不休。據
彭博統計，澳門賭場運營商市值自2014年1月20
日見頂後，截至昨日已蒸發1,114億美元（約
8,645 億港元），金沙中國（1928）、銀娛
（0027） 、永利澳門（1128） 、澳博控股
（0880）、美高梅中國（2282）和新濠博亞娛樂
（6883）這六家主要上市賭企，過去一年市值總
共蒸發掉890億美元（約6,906億港元）。
彭博的報道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反腐運動

令高端賭客止步，金沙和銀娛這兩大藍籌公司的
股價，自那時起至今已下挫至少19%。事實上，
在2012年11月15日，即習近平當選中共中央總
書記之日，六大上市賭企的總市值為885億美
元，而昨日總市值僅為870億美元。反映濠賭板
塊表現的BI Macau Gaming Market Competitive
Peers Index指數昨日跌1.9%，至2012年12月5
日以來最低水平，為連續第7天下滑。

麥格理：賭收將跌至年中
麥格理證券駐香港分析師Jamie Zhou，是極少
數準確預測出博彩股今年將下跌的分析師。他認
為該行業最糟糕局面還未到來，預計博彩收入將
繼續下跌，直至今年年中；而且隨着新增賭場運
能蠶食自由現金流，各大上市公司的股息也將被
調低。
經過多日急跌後，濠賭股昨日個別發展，銀娛

昨升 3.24%，收報 35 元；澳博升 2 %，收報
9.96%；金沙升0.48%，收報31.4元；永利則跌
0.9 %，收報 17.38 元；美高梅升 0.8%，收報
14.88 元；新濠博亞跌0.9%，收報54.85元。

一年蒸發逾6900億
六大賭股市值打回原形

■華夏動漫創辦人兼主席庄向松(左)與香港寬頻
行政總裁楊主光(中)昨主持上市儀式。 張偉民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偉聰）日前傳出創業板上市
的皓文控股(8019)將參與洽購亞視股權，皓文周三晚亦
漏夜發通告確認參與洽購，昨日復牌曾一度升44%。不
過，昨日中午過後，亞視執行董事葉家寶表示，從來無

接觸皓文控股後，股價掉頭急跌，收市倒跌1.613%，
全日成交1億元，成交股數2.72億股。

成交逾億元高追中伏
皓文周三晚發聲明確認，現已就可能收購亞視與亞視
其中一名潛在投資者進行初步商討，並已就投資亞視與
有關各方談判；若收購成事，公司可能需要集資。股價
昨日隨之高開，但其後葉家寶否認有關消息，強調現時
亞視股權未有任何變化，希望投資者小心處理，不要上
當。皓文市值僅12億元，過往的平均每日成交額約百
萬元，但單是昨日成交就高達1億元，相信是由於洽購
亞視的消息，導致昨日股價大幅波動，高追散戶已中
伏。
於昨日收市後，皓文再刊發補充公告指，除公告所披
露者外，董事會確認並無任何必須公布以避免公司證券
出現虛假市場的資料，又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
VA部須予披露的任何內幕消息。

港股終止7連跌反彈弱
港股昨日終止7連跌，低開8點後，在A股帶領下轉
升，恒指收報23,798點，升80點，成交779億元。國指
收報11,566點，升148點。美匯指數破百，反映市場憧
憬美國加息，美國或6月加息，令派高息之公用股吸引
力下降，中電(0002)跌1.53%，報64.55元；煤氣(0003)
跌0.12%，報17.22元；電能實業(0006)亦跌1.66%，報
74.05元。地產股方面，新地(0016)昨日除淨跌1.65%，
報115.9元；恒基地產(0012)跌0.48%，報51.35元；會
德豐(0020)收跌1.55%，報38.05元。
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最新證實，國務院已批准1萬億元

人民幣的地方債務置換額度，加上2月人民幣新增貸款1.02
萬億元，大幅超過市場預期的8,000億元，按年多增3,768
億元。內地地方債務問題有望解決，內銀股全線升，中行
(3988)和民行(1988)全日升1.7%；工行(1398)和建行(0939)
升1.9%；招行(3968)則升3.2%，為最強國指成份股。

亞視否認有洽購 皓文升44%後倒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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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萃華）瑞銀亞洲消費業及互
聯網絡研究部主管兼董事總經理潘嘉怡昨於記者會上表
示，內地早前打擊網上出售假貨未會對消費者的消費意
慾造成影響，又指假貨問題難以監管。

漸着重有品質保證貨品
她指，現時消費者於網上購物的心態已改變，不再
以價格作為主要考慮，而轉向着重商品的質素。她又
表示，現時C2C的網上購物平台已漸轉向B2C平
台，而阿里巴巴早已洞悉此趨勢，因此設立天貓，而
現時天貓增長速度快，反映網購者愈來愈傾向購買有
品質保證的貨品。但她補充C2C的網上購物不會被
B2C平台所代替，因內地有50%的農村人口，因此
C2C平台依然有發展空間，惟增長速度未及B2C平台
快。

5年年複合增長率達27%
她又指，內地互聯網用戶群愈來愈大，而智能手機及4G

網絡亦愈趨普及，因此網上購物平台的滲透率會增加，她
預料，內地電商滲透率未來5年會持續上升，而電商商品
交易總值在2014年至2018年年複合增長率達27%。
至於內地早前打擊網上出售假貨，潘嘉怡指假貨問題
已不是新聞，而且很多網上購物平台均會出現，但難以
監管每件貨品的質量，她提議網上購物平台應建立一個
有持續性的監管系統。
而內地零售數據放緩，潘嘉怡認為，消費意慾不強是
基於宏觀經濟不景氣，加上以往內地消費者集中於春節
期間購物，惟近年不少電商於大小節日均推出多個購物
節，令消費力分攤於全年不同時間，她相信未來增長會
持續放緩，料今年內地零售銷售有低雙位數增長。

早前阿里巴巴表示會推出網上銀行，香港區主管暨行
政總裁盧彩雲指，瑞銀未來會於全球進行數碼化項目，
並開展網上平台加強與客戶溝通，但暫未見網上銀行對
傳統銀行造成競爭。

瑞銀：內地電商滲透率料續增

■潘嘉怡認為，內地打擊網上出售假貨不影響消費者的
消費意慾。 張偉民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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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美元升不停，歐元昨12年來首次
跌破1.05美元，摩根士丹利全球外匯策略主管
Hans Redeker警告稱，寄望美元急升速度放慢的投
資者最好要小心了。而據彭博調查，有達52%的市
場人士預計美聯儲下周的議息會議，將會加息0.25
厘。而預計2016年1月加息至1厘的市場人士，亦
近兩成。
美元兌一籃子貨幣本月大漲3.8%，創下2010年5
月以來最大的兩周漲幅，當時投資人擔憂歐元可能

瓦解。Redeker表示，美元在該行分析師
所謂的「超級波段之路」上只走了一
半，這波行情可與上世紀80年代的大行
情相提並論。
經過將近五年後，歐元再度成為美元

升值的主要推手。歐洲央行每月600 億
歐元(630億美元)的購債計劃，促使投資
者把資金轉到美國，因為歐洲的收益率
所剩無幾。

追捧美元資產 加速美元升勢
Redeker表示，美元的上漲行情還沒走

完，追捧美元資產的投資人需求助推了這
波漲勢，後面還有大行情。
當聯儲會準備自全球金融危機以來首度加息之

際，歐洲的資金狂潮到來。3月6日，美元出現三
年多來最大漲幅，因為報告顯示，美國就業市場
轉強，引發市場臆測聯儲會最快可能6月就會加
息。彭博調查顯示，52%的市場人士預計美聯儲18
日的議息會議，將會加息0.25厘，而預計在4月29
日的會議宣布加息0.25厘的，亦有51.9%；另有
19.2%人，預期美息明年一月底會升至1厘。

調查：逾半人料美下周加息0.25厘
市場對美聯儲加息預期

議息日期 0厘 0.25厘 0.5厘 0.75厘 1厘
03/18/2015 48.0% 52.0% ─ ─ ─
04/29/2015 47.0% 51.9% 1.1% ─ ─
06/17/2015 30.1% 50.2% 19.3% 0.4% ─
07/29/2015 24.1% 46.1% 25.5% 4.2% 0.1%
09/17/2015 11.1% 34.2% 36.7% 15.7% 2.3%
10/28/2015 8.2% 28.2% 36.0% 21.2% 5.8%
12/16/2015 3.4% 16.6% 31.5% 29.8% 14.7%
01/27/2016 2.4% 12.7% 27.0% 30.3% 19.2%

資料來源：彭博

■■各銀行繼續大搶人民各銀行繼續大搶人民
幣存款幣存款，，使人幣定存息使人幣定存息
率屢創新高率屢創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