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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偉聰）「八號
仔」電訊盈科（0008）及香港電訊（6823）
在昨日舉行股東會，不少股東均問及股價的
問題。有電盈小股東指，當年以每股10元買
入1,000股電盈，至今已蝕約90%，問主席
李澤楷可否將800股復原，李澤楷回應指不
會作任何賠償。在香港電訊的股東會上，他
就表示，繼csl.後，現階段未有考慮大規模
收購。

富衛不注入盈大
電盈小股東在會上表示當年買入1,000股

電盈，惟期後股份五合一，手上只餘下200
股，至今已蝕約90%，問集團可否將800股
復原。李澤楷回應指，股東全面回報應考慮
多年來的股息，又指股票屬自由市場，價格

有高低，投資者在不同時間買入股票是自行
決定，公司不會作任何賠償。李澤楷續稱，
當年股份五合一已經過股東批准，符合本港
法規，是方便股東交易，股票價值無改變。
問及其私人持有的富衛保險，會否注入盈大
地產（0432）時，他表示暫無意向其注入其
他業務，並指海外及本地均有具吸引力的地
產項目，盈大會專注發展房地產。

入屋寬頻不減價
在香港電訊股東會上，李澤楷表示，暫無
大型收購計劃，現階段會以自然增長為主，
推動移動業務、寬頻及國際業務發展。他又
提到，收購csl.至今已一年，整合過程非常
理想，料今年部分協同效應將於財務方面反
映，2016年至2017年成本將陸續減小。李

澤楷又提到，其光纖入屋寬頻服務價格具競
爭力，物有所值，以產品及售後服務品質取
勝，不會減價來吸客。

csl.暫無計劃加價
有股東問到香港電訊會否有行動令股價

再上一層樓，財務總裁許漢卿回應指，公
司股價於過去12個月已升29%，管理層不
可對股價作猜測，但強調會做好本分，為
股東創造價值。問及csl.會否再加價，董事
總經理艾維朗表示，暫無計劃加價，但若
未來成本上升，則或會加價。他指出，身
為流動通訊服務供應商，成本對公司來說
十分重要，認為目前價錢尚可，雖然本港
市場競爭激烈，但相信公司有能力向消費
者提供有價值服務。

香港電訊未計劃大規模收購

■李澤楷（中左一）指，盈大會專注發展房地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新股市場
沉靜多時後，近日再有新股集資。消息透
露，已在A股掛牌的華泰證券已通過港交
所的上市聆訊，最快將於下周一預路演。
此外，年初中石化（0386）已傳出擬分拆
旗下加油站及便利店子公司今年於香港上
市，集資至少 50 億美元（約 390 億港
元），惟外電引述消息人士指，在中石化
董事長傅成玉退休後，旗下加油站業務上
市計劃可能延遲到2016年。
據華泰證券上載的初步招股文件指，其

集資所得會分別用於資本中介業務、拓展
投資和交易以及其他金融產品、拓展資產
管理業務和旗下私募股權基金、開展海外
業務、補充資本及作一般企業用途。
早前有媒體指出，華泰證券將來港發行

H股上市，集資20億美元（約156億港
元），惟近日市傳華泰證券上市集資或加
碼至40億美元至50億美元（約312億港元
至390億港元）。文件指，摩根大通、瑞
銀、華泰金融為聯席保薦人。

德基下周四招股籌3.12億
另外，市場消息透露，內地生產中型至

大型瀝青混合料攪拌設備的德基科技擬發
行1.5億股，招股價初步介乎1.72元至2.08
元，集資2.58億元至3.12億元。該股將於
下周三路演，下周四起招股，並在本月27
日掛牌。保薦人為交銀國際。

德基的初步招股文件顯示，根據賽迪報告，以
2013年於內地製造的中型至大型瀝青混合料攪拌設
備的銷售量為基礎，德基排名第二，市場佔有率約
13.8%。集資所得將用於增加產能，包括每年超過80
台瀝青混合料攪拌設備、研發、為新業務發展提供資
金、資助銷售和分銷網絡擴張，以及作為營運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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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訊 （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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聰 ） 中 電
（0002）於
澳洲的業務
一直受到股
東關注。首
席執行官藍
凌志昨日在
股東會上重
申，無意將
批發業務整體出售，亦暫無計劃新投資。
藍凌志指，澳洲零售電力業務表現保持強勁；批

發市場仍然面臨挑戰，存在供應過剩，惟市場去年
中至今開始回穩，市場結構續改變。集團已展開整
合，冀通過降低營運成本去提升利潤率。鑑於需求
下降，中電擬淘汰舊及成本高的發電機組。
另外，會上有股東問到現行《利潤管制協議》將

於2018年屆滿，有關的改革檢討進展如何？藍凌志
指，政府已展開公眾諮詢，直至下月30日才完結，
中電亦會向政府遞交意見，相信在第一輪諮詢後，
中電會與政府初步討論。

中電澳批發業務回穩

■藍凌志（中）指，擬淘汰舊及成本高
的發電機組。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由港交所（0388）及倫敦金屬交
易所（LME）舉辦的第三屆LME亞洲年會將於本
月19日揭幕。今年大會邀請到眾多重量級演講嘉
賓，論壇和活動豐富多彩，勢將超越往年規模。財
政司司長曾俊華將擔任年會的主禮嘉賓，港交所行
政總裁李小加將致開幕辭；港交所環球市場聯席主
管兼LME行政總裁莊敬賢亦會發表主題演講。

探討商品市場發展趨向
此外，李小加將主持當天下午的專題論壇，探討

中國商品期貨市場的國際化。參與該論壇的嘉賓包
括兩家內地商品交易所的理事長及一家內地券商的
董事長。李小加昨表示，LME亞洲年會愈來愈熱
鬧，與會人數逐年增長，很高興今年再次迎來這一
盛會。在今年的LME亞洲年會期間，商品業界亦將
同時在香港舉辦更多交流活動，並圍繞亞洲金屬交
易的未來展開深入探討，可見香港的大宗商品交易
生態系統正在萌芽，這實在是香港的一件幸事。
今年LME亞洲年會的各專題論壇將探討商品市場

的基本面、中國商品期貨市場國際化及中國商品市
場發展趨向等話題，發言嘉賓包括大連商品交易所
和鄭州商品交易所的代表，以及來自全球商品業界
的交易商、經紀商、生產商及用家代表。

LME亞洲年會月中揭幕港「黑池」或允散戶參與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外電消息指，香港證監會快將推出
俗稱「黑池」（Dark Pool）的另類交易平台新規管。
路透社昨引述消息人士稱，證監會一直研究容許散戶
參與黑池交易。若消息屬實，則較證監會去年就全面
監管黑池的諮詢建議更進取，當時僅建議讓機構投資
者參與黑池交易。資料顯示，如黑池等另類交易平台
的交易量只佔市場總成交的2%。
黑池是指買賣雙方通過港交所（0388）以外的平台
交易，讓其他經紀無法獲知相關交易內容，好處是縮
短交易指令執行時間，提升交易效率，因而受到投行
和券商的客戶歡迎。

去年曾諮詢業界
證監會去年曾就全面監管黑池諮詢業界，以融入國

際趨勢及維持市場廉潔穩健。證監會當時建議，在
《操守準則》內制訂有關另類交易平台運作的全面規
定，藉此加強並規範香港所有經營另類交易平台的持
牌法團須遵守的監管責任。因此，證監會將會停止目
前按個別狀況對另類交易平台營運商牌照施加條件的
做法。

考慮重平衡需要
證監會行政總裁歐達禮當時表示，另類交易平台數

目的增加，驅使全球認識到這些系統必須以適當方式
運作才能保障客戶利益及維持市場的廉潔穩健。這些
適用於其他市場的考慮因素同樣適用於香港。他指，
有關建議旨在市場發展、市場的廉潔穩健及投資者保
障之間取得平衡，並同時顧及香港市場的需要。

諮詢文件的建議涵蓋主要範疇包括：僅讓機構投
資者進入另類交易平台，加強向另類交易平台用戶
作出披露的水平，確保代理人的買賣指示較另類交
易平台營運商及其聯屬公司的自營買賣指示獲優先
處理，限制另類交易平台營運商的職員可取覽交易
資訊的程度，以及加入額外的監控、備存紀錄和匯
報要求。
在香港，從事黑池交易的機構須獲發第七類受規管

活動牌照，如匯豐控股（0005）。截至2013年底為
止，香港有25家公司擁有此類牌照，當中16家是另類
交易平台營運商。
香港另類交易平台的交易現時只佔市場很少份額，

根據香港另類交易平台執行的交易申報量，現約佔市
場總成交的2%。

中國太平配股籌135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敏儀）中國太平（0966）昨
日宣布，按每股27.74元之作價，以先舊後新方式，向
最少6名承配人配售4.86億股。配售價較周一收市價每
股29.2元有5%折讓。據彭博引述消息報道指，中國太
平配售總值17億美元股份予由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及騰
訊（0700）主席馬化騰所支持的基金及其他投資者。

配售股份相當於現已發行股本約15.64%及擴大後股
本約13.52%，交易完成後，中國太平保險集團的持股
由68.96%攤薄至59.64%。是次配股可集資134.82億
元，淨額為134.67億元，擬用作一般營運資金，包括
撥作進一步發展和支持其保險業務，以及其他能和集
團目前業務產生協同效應的新潛在增長點。

德銀發表研究報告指，中國太平配股令人意外，是
次集資用途有別以往，並會投放於新增長潛力及保險
業務。不過，德銀認為，中國太平的業務策略方向或
存變數，若進入非保險業務，或會遇風險，上調其今
年盈利預測5.4%至39.066億元。新業務價值料增長至
53.3億元，調低目標價3.6%至32.4元，維持「買入」
評級。該股昨日復牌，開市曾微升4.91%至29.9元，其
後股價迅速下滑，於28.5元以上靠穩，收報28.3元，
跌3.08%。

港股大時代 月升二千點
復活節假後 滬港通發威

受惠北水湧入，港股在復活節假期後進入大時代，
恒指由25,275點起步，升至昨日的27,289點，累

升7.97%或2,014點。恒指即市高峰在4月27日創下，
高見28,588點，為2007年底以來逾7年最高水平。國
指升幅更勁，累升8.7%或1,104點，至13,768點，即
市高峰在4月17日下，高見14,942點，同樣為逾7年最
高水平。

華創升55%藍籌最勁
50隻藍籌股中有43隻錄得上升，最勁的是華創，升
幅55.26%。股價曾上300元創新高的港交所（0388）
則以 42.96%升幅排第二。第三位是中國平安
（2318），升 16.05%；表現最差的是中國神華
（1088），跌5.45%。國指成分股中，人保以39.35%
升幅居首，海通證券（6837）升20.49%排第二；雙重
身分的中國平安同樣以16.05%排第三；表現最差的是
中交建（1800），跌8.06%。

港股市值進全球第三
以 4月統計，恒指在 4月大升 3,232 點，升幅近

13%，是6年來最大升幅，月內港股還創下多個歷史新
高。據港交所昨統計顯示，證券市場4月的平均每日成
交金額為2,000.97億元，創下單月歷史新高；在港股歷
史上10大最高單日成交金額排行榜中，頭8位的紀錄
均在今年4月創下。在4月27日，港股市值首次超越
31萬億元，達31.2077萬億元，創新高。以市值計，港
股位居全球第三位，緊跟美國及中國之後。

衍生市場創多項新高
衍生產品市場月內亦創下多項新高。4月13日，期

貨及期權的成交創下1,725,327張合約的歷史新高。4
月13日及28日，股票期權的成交量及未平倉合約分別
創下1,221,324張及11,057,474張合約的歷史新高。4月
17日，收市後期貨交易時段的成交量創下79,586張合
約的單日最高成交紀錄。4月20日，小型H股指數期
貨的成交量創下60,341張合約的歷史新高。4月28
日，H股指數期貨的未平倉合約創下429,773張合約的
歷史新高。

以首4個月作統計，港股的各項交易數據亦錄得大
幅增長。其中，證券市場平均每日成交金額為
1,134.23億元，較去年同期的676.07億元上升68%。
衍生權證平均每日成交金額為172.25億元，較去年同
期的70.43億元上升145%。交易所買賣基金平均每日

成交金額為103.11億元，較去年同期的27.30億元上
升278%。公開招股集資金額為552.55億元，較去年
同期的477.42億元上升16%。期貨及期權平均每日成
交量為798,461張合約，較去年同期的553,098張上升
44%。

香港文匯報訊 復活節假期後，運行近半

年的滬港通終於發威，由昔日的「幽靈列

車」變成「黃金高鐵」，港股進入「大時

代」。大市近日雖然回吐過千點，但以4月8

日復活節假期後首個交易日至昨日（5月7

日）計，剛好滿一個月，恒指仍升7.97%或

2,014點。期內，藍籌中以華創（0291）升

幅 55.26%稱冠，國指成分股則以人保

（1339）的39.35%升幅居首。

本港上市證券一覽（主板及創業板）
2015年4月 2014年4月 2014年底

上市公司數目 1,780 1,667 1,752
市價總值（億元） 309,952 228,815 250,718
新增上市公司（家）* 5 2 122
上市證券（隻） 10,095 9,331 9,060
股本認股權證（隻） 14 7 10
衍生權證（隻） 5,470 5,263 4,938
牛熊證（隻） 2,007 1,782 1,579
信託基金（隻） 139 131 134
債券（隻） 678 477 640

*包括由創業板轉到主板的上市公司數目
註：數據截至2015年4月底

10大最高恒指收市
順次 日期 恒指收市（點）
1 2007/10/30 31,638.22
2 2007/10/29 31,586.90
3 2007/11/01 31,492.88
4 2007/10/31 31,352.58
5 2007/11/02 30,468.34
6 2007/10/26 30,405.22
7 2007/10/25 29,854.49
8 2007/11/07 29,708.93
9 2007/12/06 29,558.92
10 2007/10/15 29,540.78

註：數據截至2015年4月30日

10大最高市價總值（主板及創業板）
順次 日期 市價總值（元）
1 2015/04/27 31,207,701,541,939
2 2015/04/28 31,201,357,832,733
3 2015/04/29 31,147,874,933,908
4 2015/04/30 30,995,152,430,547
5 2015/04/24 30,736,279,547,053
6 2015/04/22 30,571,222,249,556
7 2015/04/23 30,557,196,401,093
8 2015/04/13 30,546,059,888,718
9 2015/04/21 30,256,536,370,899
10 2015/04/16 30,246,334,469,650

註：數據截至2015年4月30日

10大最高單日成交金額（主板及創業板）
順次 日期 成交金額（元）
1 2015/04/09 293,910,756,648
2 2015/04/13 266,098,632,854
3 2015/04/08 252,396,050,844
4 2015/04/14 239,903,336,931
5 2015/04/10 222,888,834,174
6 2015/04/15 218,018,391,899
7 2015/04/17 215,953,404,099
8 2015/04/20 212,447,724,665
9 2007/10/03 210,505,533,155
10 2007/10/16 201,413,369,933

註：數據截至2015年4月30日

■■港股在復活節假期後進入大時港股在復活節假期後進入大時
代代，，恒指由恒指由2525,,275275點起步點起步，，升升
至昨日的至昨日的2727,,289289點點。。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