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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億狂煲匯控Call輪
賣產遷冊惹憧憬 博獅王股價雙雙早返家

該隻輪證行使價為79元，到期日
為今年的5月6日，尚餘交易天

數包括今天在內僅兩天，乃名副其實
的末日輪，上周五收市價經已跌至
0.01元。
受惠於匯控股價急漲，該法興五五

購B於早段一度升至0.191元的價位，
即較上周五價格高超過19倍。以上周
五收市價計算，每手股價僅40元，於
昨日則一度飆升至764元，身家財產
一日飆升超過10倍，致富之日可謂指
日可待。

15隻購輪升超過1倍
包括該法興輪證在內，昨日共有15
隻匯控輪證升超過1倍，當中有兩隻
都屬於末日輪，除113.4億元的正股
成交外，與匯豐輪證額錄得近40億元
的買賣。
鮮有地受密集利好消息的影響，匯
控昨日開市即向上揚，早段即升至近

80元的關口，不過匯控於78元至80
元之間明顯有強勁阻力，以及近日已
經持續出現一輪升勢後，尾市沽壓漸
現，結果失守77元水平，以76.45元
收市，全日升2.65元或3.6%。

帶動恒指高升112點
權重股匯控的急升，根據恒指公司

的每日報表顯示，該股帶動恒指高升
112點，即佔昨日恒指372點升幅的接
近三成。
不過，本報記者昨日透過電話訪問

兩位分析員，他們均認為匯控的股價
目前遇到很大阻力，短期內難以升穿
80元水平。泓福證券聯席董事林嘉麒
表示，過去一周匯控從60元水平追上
來，已經累積很大升幅，且昨日尾市
又見沽壓，相信很難升穿80元水平。
林嘉麒進而解釋，過去匯控的沽空

比例相對較高，而近日的升勢相信包
含一定程度的平倉，而相信該筆沽空

已經完成平倉。除非大市升至29,000
點至30,000點，屆時匯控才可能再追
落後被挾上，情況如同本輪其他藍籌
板塊炒作完畢，才最終轉移炒匯控。
耀才證券研究部經理植耀輝則表

示，認同匯控遷冊的研究，因即使
大選前夕，工黨及保守黨均堅持對
銀行的嚴厲監管，無可避免勢增加

匯控、渣打（2888）等環球銀行的合
規成本。
不過他亦指包括出售資產在內的利

好消息，雖然是正面，但始終是短暫
的。過去多年匯控股價一直於80元出
現阻力，相信今次也難以突破80元的
關口位，形容匯控本輪升幅已經「差
不多」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堡明）繼研究遷冊的消息於股東會上

宣布後，匯豐控股（0005）於剛過去的周日再傳出或出售英國零

售銀行業務消息。消息再度刺激匯控股價昨日一度升 6%至

78.25元，收升3.6%，全日成交113.4億元，佔全日大市成交額

超過半成。投資者憧憬獅王及股價齊齊早返家鄉，資金搶入匯豐

窩輪，其中，多隻匯控輪急升超過一倍，由法興推出末日輪匯豐

法興五五購B（16925），升幅接近13倍，成交222萬元。

惠理基金看好亞洲高息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陳楚倩）惠理基金高級基金經理葉
浩華昨表示，不排除內企再出現海外債券違約事件，但相
信違約並非壞事，此舉有助其在海外債券市場運作更成
熟。雖然佳兆業(1638)債券出現違約情況，不過相信事件只
屬例外個案，長遠繼續看好內房債券。

內房債券相對吸引
內地陸續出台貨幣寬鬆政策，以及在A股投資氣氛高漲
的背景下，內地的高收益債券看高一線。而且股市暢旺，

高收益債券的隱含違約率亦會較現有水平下降。當中內房
債券相對吸引，以及石油及天然氣等工業股。
截至4月22日，亞洲高收益債券的息率7.32%，均較美

國及歐盟債券的 5.88%和 3.93%為高，內地的息率為
9.36%，估值亦相對印尼、菲律賓等其他亞洲城市便宜。
惠理基金過去3年年率化息率維持9%至10%，基金於今
年錄得強勁資金，資產總值截至4月22日增至14億美元，
主要因為私人銀行客戶轉投買入互惠基金，及投資者對內
地市場及經濟再度樂觀。

■■惠理基金高級基金經惠理基金高級基金經
理葉浩華理葉浩華。。 陳楚倩陳楚倩 攝攝

80元阻力大返家鄉路遙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堡明）匯豐控股（0005）
自上周起開始從谷底回升，不過與已經「返家鄉」
的大藍籌相比，似乎匯控股東仍然要拿起報價機每
日「低頭思故鄉」，不少分析員均認為匯控今輪難
以升穿80元的「大大大」關口，更有稱除非恒指高
攀至29,000點以上，匯控才能有望被拉高突破關
口。
拉平匯控供股或其他財技對其股價的影響後，匯
控的歷史高位為113.5元，若小股民不幸地於高位

買入，現時談及「返家鄉」簡直遙遙無期，以昨日
收市價的76.45元計算，還需要有67.3%的潛在升
幅，才能真正「返家鄉」鬆一口氣。

股民料中移動新地可返高位
在港人熟悉的多隻藍籌股中，還未「返家鄉」突

破歷史高位的少之有之，中移動（0941）便是其中之
一，中移動自從重回「紅底股」之列後，一直向上
爬，至昨日收市的116.1元，不過距離歷史高位的

138.7元還有接近兩成的差距。但與匯控不同的是，
由於本輪港股炒作源於「北水南調」，不少股評人
對中移動「返家鄉」抱有強烈信心。
而受官司纏身的新地（0016）也仍然在望家鄉的途

中，新地股價近日雖然有向上跡象，但距離歷史高
位的153.4元有同樣有近兩成的差距，引用孫中山
的遺言「革命尚未成功，股民仍需努力啊！」。
不過，與之相比很多大藍籌已經「返家鄉」之餘

繼續獲利，包括屢創新高的港交所（0388），自從突
破300元關口後，不少大行券商均預言港交所在深
港通的支持下，有望高見400元甚至500元也並非
不可能。

升幅超過一倍的匯控窩輪
發行人

匯豐法興五五購Ｂ（16925）

匯豐法巴五六購Ａ（17501）

匯豐渣打五六購Ｂ（17318）

匯豐高盛五六購Ａ（29758）

匯豐渣打五甲購Ａ（29540）

匯豐摩通五六購Ａ（16795）

匯豐法興五五購Ａ（16728）

匯豐高盛五六購Ｃ（18932）

匯豐瑞信五六購Ｃ（19087）

匯豐法興五七購Ａ（18470）

匯豐渣打五六購Ｃ（19219）

匯豐渣打五九購Ａ（18493）

匯豐瑞信五甲購Ａ（19088）

匯豐麥銀五九購Ａ（18500）

匯豐法興五九購Ｂ（18196）

製表：記者 陳堡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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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廣發証券H股
（1776）首掛即報捷，吸引其他內地證券行來港集
資。市傳江蘇省無錫市地方性證券商國聯證券已
向港交所（0388）遞交上市申請，初步集資4億美
元（約31.2億元）。市場消息指，該行正在港會
見投資者，保薦人為交銀國際、農銀國際及齊魯
國際。

華泰證券擬下月底路演
至於華泰證券上市計劃亦如箭在弦，市傳公司

將於5月底開始路演，集資30億美元（約234億
元）。已在上海掛牌的華泰證券日前公布，中證
監已批覆其Ｈ股上市計劃，料發行不超過16.1億
股。

南海石油擬分拆英附屬
另外，南海石油(0076)昨披露考慮分拆公司的英

國全資附屬公司 Axiom Manufacturing Services
Limited 的電子產品製造服務的業務，並計劃在聯
交所主板單獨上市。建議分拆仍處於考慮階段，
暫未有定案及時間表，公司尚未就可能分拆及獨
立上市事宜向聯交所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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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恩：大中華私募市場見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夢璟 上海報道）貝恩公司近日

發布「大中華區私募股權市場報告」，報告顯示，2014年
亞太區私募股權投資活動達到多年來頂峰，交易活動和退
出量呈現顯著增長。不過，由於競爭加劇導致估值達到新
高，再加上互聯網與高科技交易已有泡沫，貝恩預計未來
大中華區的私募股權基金將出現喜憂參半的局面，而2014
年強勁勢頭更很難持續。

去年強勁勢頭難持續
據報告數據顯示，大中華區（中國內地、香港及台灣）

2014私募股權投資活動市場交易額已超過400億美元，比
2011年市場高峰期的交易額高出33%；交易量達到350
筆，比市場五年平均值高出30%。同時，在繼阿里巴巴
IPO募資250億美元的輝煌之後，私募股權投資交易退出
額亦大幅激增，飆升至610億美元，這是2013年的兩倍還
多。
貝恩公司全球合夥人韓微文表示，在互聯網和高科技行

業大規模交易的推動下，私募基金在去年大放異彩，而
IPO重啟和7年未遇的牛市幫助了基金實現成功退出，退出
量顯著增長。
然而，在經歷了2014年的輝煌後，現今市場普遍認為私
募目標公司估值較高，回報吸引力已較幾年前有所下降。
韓微文稱，回看今年一季度的表現，私募交易與退出已出
現放緩現象，中國市場的樂觀前景略微黯淡，GP（基金管
理人）面臨着更大的壓力，私募環境挑戰加大。
不過，雖然不少負面信號出現，但未來私募前景亦存在

積極面。韓微文解釋，因為新股回潮以及投資環境改善將
繼續推動推出交易，同時，在整合過程之中，私募股權行
業可能變得更加成熟，相關投資組合管理團隊或可得進一
步擴建，今年，中國私募環境仍並存機遇與挑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萃華）以物業貸款業務為主的
環球信貸(1669)主席兼執行董事王瑤昨會見記者時表示，
今年樓市或會出現有價無市的現象，成交量下降，對集團
或會有負面影響，惟金管局出招降按揭成數，因主要針對
一按市場，而集團一按業務佔比不多，因此影響不大。
她指，金管局出招收緊細價樓的按揭成數，集團因此也

調整相關物業估值，幅度於5%至20%左右，其中元朗、
沙田及屯門等新界區的房屋供應未來會有所增加，因此估
值折讓會較大，而鑑於豪宅市場漸趨平穩，因此折讓較
大，超過2,000萬元的豪宅的估值大約折讓15%。

料借貸利率有機會提升
王瑤又表示，零售市道放緩，一般零售舖位只能有5成
至6成按揭，而自「一簽多行」改為「一周一行」後，一
線商舖的估值折讓原本5%至10%，下調至10%至15%，
而「滬港通」開通後，不少甲級寫字樓的租金均上升，因
此未來看好甲級寫字樓的發展。她補充，金管局下半年監

管增加，因為集團借貸利率有機會有所提升。

按樓炒股新客戶並不多
近日股市狂升，以往牛市期間均有不少人會按樓套現
炒股，王瑤指，暫時只有2個舊客借數十萬元作個人投
資，未有接到按樓炒股的新客戶，她認為，港人或吸取
了以往經驗，即使面對牛市，依然未見按樓套現炒股的
風氣，可以說港人對投資比以前保守。她又指，由於2
月至3月是物業貸款淡季，因基數低，第二季按揭貸款
會較第一季多。
財務總監梁夢詩指，集團首季利息收入較去年同期有輕
微下跌，而首季貸款回升，符合預期。去年集團融資成本
為7%，而因去年上市集資額足夠集團今年運作，因此短
期融資成本會下降，而未來會於海外尋找融資機會。而集
團現時在本港持牌貸款人中排名第三，她指目標市佔率可
達至雙位數。她又補充，集團未來會考慮開拓內地市場，
主要集中於北京、上海、廣州及深圳。

永隆銀行料全年貸款增逾1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敏儀）隨着內

地經濟放緩，永隆銀行助理總經理黃睿
昨日於傳媒午宴表示，貸款需求減少是
大趨勢，該行今年首季整體新增貸款較
去年底增加3%至 5%，增幅較去年放
緩；預期全年隨着市場走勢增加10%，
亦有望可跑贏其他銀行，取得10%至
15%的增幅，惟將遜於去年 16%的增
幅。他認為，即使廣東省3個自貿區將刺
激境外融資，但整體貸款需求始終下降
了。
黃睿指，其中首季的人民幣新增貸款
不算多，較去年底增加了16%或20億港
元，放緩速度在預算中。他承認企業使
用「內保外貸」的投資性目的不復再，
不及去年的火紅，只剩下有實際需要用

家。但他強調，由於人民幣的匯價穩定
下來，儘管未來2年至3年將進入低息環
境，新增存款或貸款仍會增加，惟速度
不快。

力拓銀團貸款增手續費收入
新增貸款放緩，黃睿稱未來非利息收入

增長速度一定高於利息收入及總收入的增
速。為支持盈利表現，該行將拓展銀團大
型貸款服務，增加手續費收入，同時將發
更多美元債。他亦指跨境併購、新股上市
等銀行服務亦將支持盈利。
而對於各項內地政策有利資金流入本

港，他認為將令貸款價格及資金成本下
降，至於未來這些資金的出路，相信各
間銀行都會着力研究及準備。

香港文匯
報 訊 （ 記
者 張易）
本周將迎來
「滬港通」
通車後首個
勞 動 節 假
期，根據兩
地證券交易
所安排，港
股及A股於
5月1日至3
日將休市，
期間「滬股
通」及「港
股通」暫停
交易，5月
4 日 起 開
市。

環球信貸：樓市成交萎縮

■■環球信貸主席兼執行董事環球信貸主席兼執行董事
王瑤王瑤。。 記者黃萃華記者黃萃華 攝攝

滬港通勞動節假期休市3日

日期

5月1日

5月2日

5月3日

5月4日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張易

「滬港通」服務

全日暫停

全日暫停

全日暫停

恢復交易

原因

勞動節公眾假期

周末

周日

港股及A股開市

■■繼研究遷冊的消息於股東會上宣布後繼研究遷冊的消息於股東會上宣布後，，匯豐控股於剛過去匯豐控股於剛過去
的周日再傳出或出售英國零售銀行業務消息的周日再傳出或出售英國零售銀行業務消息，，都刺激股價造都刺激股價造
好好，，亦帶動旗下認購輪急升亦帶動旗下認購輪急升。。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