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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証暗盤升12%輸廣証
創業板配售新股喪炒 超凡過山車曾升13倍

恒大插水26% 許家印身家縮189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恒大地產

（3333）昨宣布，以每股5.67元價格配售8.2億股
股份，佔公司現有已發行股本約5.54%及擴大後
發行股本約5.25%，估計所得款項淨額約46億
元，用作償還債務及一般營運資金。由於投資者
反應欠佳，為獲得足夠認購，配股價較其停牌前
收市價6.91元大幅折讓17.95%。該股昨日復牌後
股價一路暴跌，收報5.05元跌26.92%。公司市值

蒸發約275億元。持有公司約7成股權的主席許家
印，身家也因此縮水了約189億元。

彭博：恒大負債3年增3倍
外電此前報道，恒大擬配售7.476億股股份，佔

已發行股本約5%，每股配售價介乎6.22元至6.36
元，最多集資47.5億元。然而因該配售規模較
大，加上近期股市波動，投資者反應欠佳，導致
一開始時配售未獲足夠認購。公司昨日宣布的配
售價僅為5.67元，較外電披露的下限更低，令市
場信心進一步喪失。該股昨日最低曾見4.94元，
跌幅達28.51%，創其上市以來的最大盤中跌幅。
彭博引述知情人士指出，在滬深股市當前劇烈

震盪之際，恒大的新股就算以原定價格的最低價
發行，都找不到足夠買家。公司此次是「咬牙降
價」，增加發行股數，以確保募資，但最終配股
失敗。彭博又稱有數據顯示，截至去年底，恒大
地產過去3年債務猛增3倍，已經達到250億美元
（約 1,937.5億港元）。而以昨日恒大的收市價

計，公司市值僅746.81億元。
券商亦普遍對恒大此舉持負面看法。中金發表

報告表示，恒大配股集資相當於約37億元人民
幣，料可令公司今年底的淨負債比率下跌至
172%，但與其去年底借貸1,560億元人民幣及永
續債530億元人民幣對比，此舉難以對恒大基本面
帶來明顯改善。該行重申對恒大「沽售」評級，
下調目標價1%至3.59元，同時下調恒大今明兩年
的每股核心盈利預測分別3%及5%，至0.47及
0.54元人民幣。

德銀唱淡 目標價僅2.44元
巴克萊分析師Alvin Wong也表示，恒大地產新

股折價幅度令人吃驚，但該公司債務過多，籌資
款項不足以改善其經營現金流。德意志銀行亦認
為，恒大配股無助於其改善財務狀況，預計經調
整後的有效淨負債率略降低至266%，仍處於較高
水平，維持該公司「沽售」評級，目標價2.44
元，即是較恒大昨日的收市價還要低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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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港股昨日為5月份最後一個交易
日，市況表現相當反覆，早市低開56點後，一度
急挫198點，低見27,255點，之後因內地A股回
升，恒指亦有所反彈，最多曾升149點高見27,604
點，全日收報27,424.19點，跌30.12點或0.11%，
主板成交2,047.7億元，是連續兩個交易日超過
2,000億元成交。

盈富離奇跑輸大市
國指收報14,103.81點，跌79.19點或0.56%。盈
富基金（2800）本周四在跌市中倒升，昨日卻又
跑輸大市，收報27.80元跌2.46%。
統計全個5月份，港股未能擺脫「五窮」魔咒，
全月跌幅為2.5%，累計跌708點。其中在最後一
周累計跌568點，跌幅超過2%，表現最差。

港股4月清明節假期後展現強勢，整月累計大升
13%，創2009年5月以來最大單月升幅。「北水
南下」，市場原預料在內地資金湧港的情況下，
港股可以擺脫「五窮」的魔咒。但在5月港股熾熱
的投資氣氛漸趨緩和，加上近日傳出多個利淡消
息，例如人民銀行推出定向正回購，從市場抽走
資金等，導致內地股市急瀉。
內地股市風高浪急情況下，港股在過去的一

周先升後跌，累計跌568點，一周累計跌幅超
過 2%，而 5月全月跌幅為 2.5%，累計跌 708
點。
星展銀行財資市場部執行董事王良享表示，雖

然港股5月的升勢沒有4月厲害，但仍是溫和上漲
的，26日仍升至高位，不過最近三日卻連續下
跌。但整體上來看，5月並非太「窮」，只是跟隨

內地股市調整。

6月走勢應不會太差
他指出，雖然內地對金融機構等推出了多項融

資收緊的措施，並市傳推出定向正回購，但並非
在市場上全面收緊流動性，而是針對股市過熱，
槓桿融資過度造成泡沫的情況。雖然內地股市近
日大跌，但是兩地股市的A股和H股差價仍存
在，相信長線投資者和基金經理會繼續投資港
股，所以6月港股走勢應不會太差。
耀才證券研究部經理植耀輝表示，內地資金南

下香港的渠道和規模不斷增加，除了滬港通、深
港通和兩地基金互認之外，市傳亦憧憬QDII2
（合資格境內個人投資者）的到來，相信這些對
港股都有支持。

難破「五窮」魔咒 港股月跌2.5%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涂若奔）澳門統計暨普
查局本周四公布，澳門經濟持續下行，今年第1
季本地生產總值按年實質收縮24.5%，跌幅較前
一季的17.2%進一步擴大。經濟收縮的主要原因
是服務出口大幅下跌所致，其中，博彩服務出口
按年減幅達39.7%，其他旅遊服務出口亦減少
17.7%。

就業情況仍理想
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局於網站公布，今年首季澳
門內部需求穩固，私人消費及政府最終消費上升
6.7%及6.8%，私人投資增加28.1%，緩減經濟收

縮的影響，貨物出口亦按年上升32.5%。量度整
體價格變動的本地生產總值內含平減物價指數按
年上升5.6%。私人消費穩步向上。儘管經濟下行
壓力未消，就業情況仍然理想，總就業人數及收
入見新高，支持私人消費開支按年上升6.7%。住
戶在本地及外地的最終消費支出分別增加4.7%及
10.6%。政府最終消費支出上升6.8%。其中，僱
員報酬增加 3.6%，購入貨物及服務淨值上升
11.6%。

旅客消費負增長
不過，服務貿易持續倒退。服務出口欠佳，博

彩服務出口按年跌幅擴大至39.7%，旅客及消費
呈負增長，令其他旅遊服務出口亦減少17.7%；
博彩服務及其他旅遊服務出口同步下跌，拖累整
體服務出口按年收縮35.6%。受服務出口表現遜
色影響，服務進口亦大幅減少37.9%。
受不利消息影響，濠賭板塊股價昨日全面下

挫。藍籌銀河娛樂（0027）收報 37.10 元跌
0.14% 。 永利澳門（1128） 收報 14.62 元 跌
1.88%。美高梅中國（2282）收報 14.10 元跌
3.03% 。 澳博控股（0880） 收報 9.93 元 跌
0.40%。新濠國際發展（0200）收報11.70元跌
1.18%。

澳門首季GDP跌24.5% 濠賭股弱

香港文匯報訊 繼香港證監會前日罕有地發出聲
明，證實正在調查漢能薄膜發電（0566）之後，另一
間被媒體懷疑捲入漢能事件的公司，中國華融資產管
理公司昨日亦發表聲明指，沒有向漢能控股及其子公
司提供2億美元貸款，似乎有意與漢能劃清界線。漢
能自上周三起一直停牌，至本報昨晚8：30截稿止，
漢能薄膜仍無刊載復牌公告。

官網發聲明劃清界線
中國華融昨在官網刊出一份澄清與漢能關係的「鄭

重聲明」，聲明稱，「近日，有部分境內外媒體在報
道香港上市公司漢能薄膜發電股價波動事件中，提及
其母公司漢能控股集團以7.95億股漢能薄膜發電股票
為質押，向中國華融融資2億美元事宜。在此，我公
司鄭重聲明：中國華融未向漢能控股集團及其子公司
提供該筆2億美元股票質押的融資資金。」
英國《金融時報》上周援引自己的調查結果報道聲

稱，在漢能薄膜股價出現暴跌兩天前，英屬維爾京群
島一家漢能子公司為來自中國華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的一筆2億美元貸款作了擔保，抵押品是7.95億
股漢能股份。另一方面，港交所的文件的顯示漢能主
席李河君在股價暴跌之前及當日，連續三日增持股份
但又累積淡倉，動機不明。
漢能薄膜上周三股價突然暴瀉47%後停牌至今，市
值蒸發1,443億元，但該公司至今未就股價暴跌的原因
發表通告，僅由控股公司在官網刊載聲明，稱集團資
金狀況良好，李河君沒有利用上市公司股票作減持套
現或對賭的行為。本周三晚李河君上新華社節目《真
相》，否認被監管機構調查傳聞，稱香港監管部門對
漢能進行調查「純粹是謠言，絕對不可能」，惟他也
沒有解釋為何在增持股份的同一時間，又增加淡倉。

證監會罕有作出評論
香港證監會周四則刊出聲明，指正就漢能事件進行

調查，並強調披露調查事件是鑑於有報道否認相關調
查，而事件同時涉及「重大公眾利益」。香港證監會
一向對於個股的升跌不會作出評論，也不會回應是否
正在調查，除非涉及「重大公眾利益」。翻查資料，
香港證監會對上一次發出這類的聲明，為2009年3月
就收市競價時段匯控（0005）股價崩盤的「交易情況
展開正式調查」，當時證監會解釋主要是涉及「重大
公眾利益」。當日，匯控的股價暴瀉至33元，跌幅
達24%。

招股熱爆、獲26萬股民追捧的華泰証券，昨晚暗盤表
現則略為失色。據輝立交易場資料顯示，華証暗盤

開市報27元，較招股價24.8元升8.87%，曾高見28元，
最後以27.8元收市，升12.1%。不計手續費，一手賺600
元。至於耀才新股交易中心，華証暗盤價一手賺570元。
華証A 股(601688)昨收報29.22元人民幣(約36.55港
元)， 換言之H 股招股價24.8元較A 股折讓32.15%。4
月10日掛牌的廣發証券，其H股的招股價則較A股有約
40%折讓，廣証4月9日的暗盤升幅達37%，掛牌首日
收升35%。

華証一手中籤率80%
華証以發售價上限24.8元定價(招股價範圍20.68元至

24.80元)，集資淨額339.41億元。當中公開發售部分錄得
超額認購277.98倍，反應熱烈，一手中籤率為80%。國
際配售部分亦獲非常大幅超額認購。回撥後，國際發售
部分減至11.2億股H股，相當於總發售股份總數80%。
下半年新股市場熱鬧，市傳聯想控股、泰康人壽及

IMAX中國將在年內登陸港交所。聯想控股最快在下周
在港上市聆訊。早前有外電消息指，其集資最多30億
美元(約232.5億港元)。至於內地保險公司泰康人壽亦計
劃在第四季來港上市，集資規模達30億美元。
IMAX中國已申請於聯交所上市，市場消息透露，該

股已委任摩根士丹利任獨家保薦人，黎瑞剛將為公司的
非執行董事。目前內地有239個IMAX影院系統，仍有
219個影院系統待完成，客戶包括萬達院線等。該公司去

年收入按年升40%、純利按年升30%。

超凡網絡一手賺7500
近期創業板股份熱炒，尤其以「貨乾」的配售形式上
市新股炒風為甚。繼周三上市的超智能控股(8355)首日
狂飆13.97倍、每手賬面勁賺5.03萬元後，昨日首掛的
超凡網絡亦曾爆升13倍，全日最高見3.59元，全日收1
元，較配售價0.25元高出3倍；全日成交近4.69億股，
涉資4.77億元，成交活躍；不計手續費，超凡每手
10,000股賺7,500元。
配售新股陸續有來，金力集團(8038)亦擬以配售方式

於創業板上市，料下周五掛牌。配售股份數目為5,600
萬股，配售價介乎1.25元至1.35元，每手買賣單位

2,000股。

金力鼎石接力上創板
此外，香港金融服務機構鼎石資本(8097)亦計劃以配

售方式於創業板上市，預計6月12日掛牌。該公司擬配
售1.2億股，每股配售價介乎0.4元至0.6元。按中位數
0.5元計算，配售所得款項淨額估計約4,500萬元。該公
司擬將所得款項的約91.1%用於擴充證券抵押借貸服
務、孖展融資及放債；餘下約8.9%用作一般營運資金
及其他公司用途。
鼎石資本的業務包括證券經紀、證券抵押借貸及配售

及包銷，側重的目標客戶群為有意投資於聯交所上市的
中小型公司證券的個人及企業客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

楚倩）「三料王」華泰証

券H 股(6886)將在下周一

掛牌，但其暗盤開價未能

再下一城，暗盤每手最多

賺600元，升幅僅12.1%，

水位遜於4月10日掛牌的

廣發証券（1776）37%的

暗盤升幅。不過，創業板

新股則繼續大升特升，以

配售形式上市的超凡網絡

(8121) 昨首掛一度爆升13

倍，惟收市升幅大縮，全

日收1元，較配售價0.25

元高出3倍，但全日成交近

4.69 億股，涉資 4.77 億

元，每手賺7,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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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凡網絡創辦人、行政總裁、董事會主席兼執行董事葉碩麟（右）與華誼兄弟傳媒股份有
限公司創始人及董事長王中軍（左）於交易所內共同敲響銅鑼。

■「三料王」華泰証券H股將在下周一掛牌，暗盤每手最多賺600元，升幅僅12.1%，表現
略為失色。圖為華泰証券董事長吳萬善。 路透社

■中國華融在官網刊聲明，否認曾向漢能薄膜提供2億美元融
資。 華融官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