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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湯澤洋）
倫交所昨日宣布，經香港證監會批准
後，香港證券公司將成為倫敦證交所的
會員，可直接連接上歐洲最具流動性的
市場，買賣經中央對手方結算的證券；
更可直接參與倫敦證券交易所衍生工具
市場，從事英國證券及全球存託憑證的
衍生工具合約交易。
倫交所行政總裁賈思涵於記者會上指
出，此舉將加強倫敦及香港之間的長遠
合作，期望可吸引不同規模的中資企業
到倫交所上市。他又指，現時已有57間
中資企業於當地上市，亦有部分投資銀
行表示希望成為會員，但暫無確實時間表，申請詳情有待公布。

加強合作拓人幣離岸業務
英國去年發布了首隻亞洲以外的人民幣主權債券，賈思涵認為，
倫敦及中國政府十分支持此類發展，倫敦有望成為亞洲以外的人民
幣離岸中心。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則表示，香港應與倫敦
加強合作，發展人民幣離岸業務，相信由於社交網絡和公共通訊的
影響力日益彰顯，兩地在金融科技方面有更多合作機會。
倫交所透露，今年起已有7家新中國公司在當地上市，10隻人民

幣債券在倫敦發行，並有6隻新RQFII(人民幣境外合格機構投資
者) 交易所買賣基金上市，為投資內地A股提供有效渠道。
富時亞洲區董事總經理白美蘭出席該論壇時說，富時將內地A股

納入富時新興巿場過渡指數，不少客戶對投資內地市場都很有興
趣，富時一直都有和內地監管機構緊密溝通，希望提供工具協助客
戶將A股加入投資組合中。

料首隻互認基金即將推出
另外，陳家強昨日出席倫交所論壇時表示，內地與香港基金互認
在7月1日正式實施後，有助兩地基金交易有序進行，預計首隻互
認基金將很快推出。
他稱，「滬港通」開通為兩地合作帶來機遇，今次內地與香港基
金互認的實施，有助內地基金市場進一步開放，並提升香港資產管
理中心的地位。該計劃便於投資者參與內地市場，同時吸引更多公
司來港發行基金產品，為兩地證監會建立統一監管標準奠定基礎。

■賈思涵
實習記者湯澤洋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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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挫418點 五大因素左右後市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大時代」劇

集上周播畢，但港股頹勢仍然未止，受累A股
大跌2%下，希臘與債權人達成協議的「最後
努力」失敗，以及觀望美國議息，恒指昨挫逾
400點。恒指全日收報26,861.8點，跌418.7點
或1.5%，成交1,165億元，是近幾月最低的成
交。期指夜市續跌近百點，大低水逾350點，
期指低見26,500點水平。德銀發表報告，指近
期港股將延續整固走勢，建議投資者考慮透過
衍生工具做好風險管理，呼籲投資者關注「五
大議題」(見表)。

五大短期因素左右港股
德銀表示，6月已過去了一半時間，港股進入

關鍵時期，主要因五大短期因素左右着市況，包
括聯儲局將在美國時間本周二、三舉行議息會
議，會後聲明可大概預測美國的加息時間表。
此外，萬眾矚目的本港政改方案將於周三提交

立法會審議表決。其他的因素還包括內地A股目
前有大量新股，凍結了巨額資金；半年結前內地
資金將抽緊，拉高市場利率；以及內地究竟何時

再減息。
至於昨日股市下挫，天行聯合證券董事李偉

傑則認為，希臘的債務問題仍困擾着大市，市
場極度關注希臘會否違約，加上A股現處高
位，目前正進入調整期，昨日A股急挫2% ，
影響大市投資氣氛。機構投資者也關注聯儲局
本周的議息聲明，觀望氣氛濃厚，相信後市成
交續弱，但恒指於26,500點可望有初步支持。

「深港通」食詐糊券商捱沽
「深港通」未有最新消息，港交所(0388)下
挫3%，內地將公布監管「兩融」的新規則，
券商股近全線疲軟，銀河(6881)挫4%，海通證
券(6837)跌3%，海通國際(0665)跌4.8%，中信
証券(6030)跌1.6%，華泰証券(6886)跌2%，英
皇證券(0717)及耀才(1428)亦跌逾5%。
國指收報13,622.7點，跌361.2點或2.6%，

跑輸大市，主要因為中資金融股捱沽拖低國
指，建行(0939)、中行(3988)、工行(1398)及信
行(0998)都跌逾2%，招行(3968)更挫3.8%。交
行(3328)跌3.6%。平保(2318)及國壽(2628)也跌

逾 3%，太保(2601)挫 4.3%，人保(1339)跌
2.6%，財險(2328)跌3.6%。
除金融股外，鐵路股也是另一個重災區，中

車(1766)遭大摩降評級，股價急挫 5.1%報
12.32元，連帶中鐵(0390)也跌5.4%，中鐵建
(1186)跌4.7%，中交建(1800)跌4%。
個股方面，譽滿(8399)供股並除淨，股價爆
升，最多曾飆升7倍，收市仍升4.2倍，報0.86
元。鱷魚恤(0122)賣盤不成，股價大插26.5%。

三大因素令港股近況疲弱：
■希臘債務談判僵局
■A股累計升幅太大
■中證監擬收緊兩融額度

德銀指五大因素將左右後市：
■聯儲局本周議息
■政改方案表決臨近
■半年方案結抽緊市場資金
■內地減息時間
■A股IPO凍結巨資

陳家強﹕美加息助港樓市降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美國
今、明兩日（美國時間）舉行議息會議，
美息走勢再度困擾投資資市場，港股昨日
大跌逾 400 點。財庫局局長陳家強昨表
示，本港息口與美國大體上會循同一方
向，至於先後，可能要視乎特殊的技術原
因，但大體上應該不會相差很遠。如果加
息，對樓市會產生較為健康的效果，因為
香港過去因低息而令市場價格長期處於較
高水平，加息有利市場回復至較健康的情

況。

美息料將「一連串加」
陳家強昨出席本報論壇後表示，市場一

般不太預期美國在六月內加息，但預期今
年年內會加息。另外，如果加息，市場預
期不會只是一次，而是一連串地加。他
稱，如果美國加息，不但對香港的樓價，
對全球不同地方的資產價格都會有較健康
發展的作用，但加息會在一個高透明度和

明朗化的情況下進行。但他拒絕回應樓市
「辣招」會否有調整，稱「不用說得那麼
遠，一步一步來看」。
今年的iBond（通脹掛鈎債券）何時推出亦

是投資者關注的話題，陳家強表示，政府內
部有一個時間表，但正進行準備工作，故暫
時不會宣布。至於認購iBond的反應，他相信
會不錯，因為過去的反應很踴躍，每人獲分
配也不多，相信今次發行的反應也不會差。
被問及希臘若「脫歐」，對香港的金融市

場的影響時，他回應稱，假如希臘真的「脫
歐」，對市場有衝擊是在所難免的，對香港
的衝擊相對較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婉玲）內地原始設計製造(ODM)智能
手機供應商維太移動(6133)今日起至19日招股，擬發行2.125億
股，招股價介乎2.22元至3.06元，集資額最多約6.5億元。每
手1,000股，入場費約3,090.84元。計劃本月26日上市，海通
國際為獨家保薦人。據市場消息，該股國際配售已獲超額認
購。

約3091元入場 集資6.5億
發售股份當中，擬將約2,125萬股作香港發售；約1.91億股

作國際配售，國際配售中的850萬股為現有股東出售。募集所
得款項主要用作購買原材料，以及在主要市場設辦公室或與商
家建立夥伴關係，佔45.5%和27%；其餘用途為擴大研發能
力、用作營運資金和其他一般企業用途，以及建立新實驗室和
購買設備，分別佔12.5%、10%和5%。
該公司的目標客戶為海外當地市場排名頭3位的手機營運商
或供應商，定位在中高端產品，零售價格約200至300美元，

現時共44個客戶分布在全球25個國家。
公司主席兼執行董事榮秀麗在記者會上表示，未有擔心智能

手機銷售放緩，因公司主要提供設計及軟件等服務方案，而公
司亦沒有市場定價權，所以不需要為旗下產品進行促銷，故利
潤較穩定。

期望進一步開拓非洲市場
公司的地區收益分布波動，南亞地區收益佔比由2012年的

66.6%，跌至2014年的9.5%；香港地區的收益佔比由2012年
的2.5%，增加至2014年的26.1%。榮秀麗解釋，收益比例波動
是因為公司業務分布廣，但全球的移動通訊網路的布局卻不平
衡，營業額會根據通訊技術發展的步伐而出現差距。
首席執行官兼執行董事榮勝利表示，公司一直希望繼續擴大

市場，特別是在通訊技術領先的國家。以往公司在4G技術發
展超前的美國、南美和歐洲發展，今年除了南非和摩洛哥外，
亦希望將業務打進非洲其他國家。

維太今招股維太今招股 配售傳超購配售傳超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新股旺場，緊接着今日起正式招股的紅星美凱龍(1528)，市

場消息指其國際配售部分已錄超額認購。公司計劃按每股11.18港元至13.28港元，發售約
5.44億股股份，集資約60.77億港元至72.19億港元。據悉，紅星美凱龍已鎖定包括Fal-
conEdge、格力電器及中國建材等五名基礎投資者，合計認購3.3億美元(約合25.58億港元)的
股份。
下周招股的彩客化學，據中銀國際報告預測，公司在2014至2017年盈利複合年增長31%，

估計合理值為23.1至28.2億元人民幣，相當於2015年預測市盈率(P/E)為11.5至14.1倍。

亞美能源今截孖展
內地獨立煤層氣生產商亞美能源控股(2686)今日孖展截止，據5間券商，合共為其借出近
4.47億元孖展額，相當於公開發售集資2.82億元計，超額認購逾0.5倍，該公司將於今日中
午截止公開發售。
另外，市場消息稱，天韵國際已通過了港交所的上市聆訊，近期將展開公開招股，計劃集資
5,000萬美元（約3.87億港元），國泰君安國際為獨家保薦人。其招股預覽顯示，天韵國際於
2012、2013及2014年度，純利分別為5,800萬元（人民幣，下同）、7,090萬元、及8,930萬
元，純利率分別為19.3%、19.1%及19.9%。

紅星美凱龍傳獲紅星美凱龍傳獲55大戶入飛大戶入飛

聯控打富豪牌
郭炳湘彤叔入飛郭炳湘彤叔入飛

■■聯控總裁兼執董朱立南聯控總裁兼執董朱立南 記者陳楚倩記者陳楚倩 攝攝

星級陣容護航 24大戶佔集資額近半

昨日舉行的投資者推介會中，大部分為
中資財團基金客，本地股壇大紅人金

利豐(1031)老闆娘朱李月華亦現身投推午
宴，她看好聯控長線發展，計劃以投資者身
份入票。但有部分投資者坦言，對聯控子公
司聯想集團(0992)更有興趣，由於聯想業績
即將公布，來聯控推介會只是想透過母企得
知子公司的業務近況。
對於市場更為關注市值更大的子公司，聯

控總裁兼執董朱立南認為，母企業務多元

化，聯想分拆至今，業績表現理想。去年上
市的神州租車(0699)新股火爆亦反映母企的發
展模式成功，未來不排除繼續將旗下業績亮
麗的子公司獨立分拆上市。

與聯想集團作雙輪運作
朱立南表示，聯控上市後將會與聯想集團

雙輪推動整個集團運作，聯控集中在消費及
服務業等方向投資，特別是互聯網行業，未
來傾向以自有資金或經持有資金進行融資。

集團董事長柳傳志指，聯控未來發展方向必
須走向全球，成為具影響力的國際企業，目
前亦已有相關布局，如農業項目在海外的發
展等。
對於選擇以H股而非A股上市，柳傳志指

主要由於香港市場更規範，往往股價與業務
發展有更正常關係，較少受其他因素影響，
加上目前內地投資者已有多個渠道與本港資
本市場相通，聯想控股未來可集中於業務發
展。

今招股入場費4343元
被問到聯想控股上市後柳傳志會否退休

時，他回應指現時正等着享受上市帶來的成
果，相信管理班子會愈趨成熟，當他覺得班
子成熟時，會順其自然考慮退休。
聯控擬發行3.52944億H股新股份，其中

95%為國際配售，5%為公開發售，另有15%
超額配股權，招股價介乎39.8至43元，每手
100股，入場費約4,343.33元，集資140.47億
至151.77億元。今起至19日公開招股，21日
定價，29日掛牌。

券商暫預留440億孖展
市傳聯控國際配售部分已超購，但公開發

售認購方面就稍為慢熱，散戶對聯控招股的
反應沒有預期般熱。雖然券商仍預留440億
元作孖展認購，但只有少數散戶孖展預訂，
認購數字僅數百萬元，遠遜華泰証券(6886)招
股前已有逾150億元孖展預訂。另外，恒生
銀行亦推出認購「聯想控股」新股優惠，新
股貸款年息率低至0.68%，最低收費為151
元，而貸款按金最低約4.5萬元，貸款額可高
達九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集資近152億港元的聯想控股(3396)IPO巨刁
正式揭幕，24名基礎投資者陣容強大，除平安保險(2318)、中國人壽富蘭克林、
中信股份(0267)等機構外，本港大孖沙新地(0016)前主席郭炳湘及本港富豪鄭裕
彤亦有捧場。他們合共認購9.5億美元(約74.1億港元)股份，接近半數集資額。
該股由今日至19日公開招股，每手100股，入場費約4,343.33元。

聯控基投及認購金額(億美元)
1) 平保(2318) 0.60
2) 鄭裕彤(Lead Connection) 0.50
3) 中再資產管理 0.50
4) 蘇寧 0.50
5) 中國人壽富蘭克林 0.50
6) 中國建材(3323) 0.50
7) 中兵投資管理 0.50
8) 中國航天投資 0.50
9) 中信股份(0267) 0.50
10)富邦人壽 0.50
11)工銀資產管理 0.50
12)郭炳湘(Invest Highway) 0.30
13)惠理(0806) 0.30
14)首都旅遊 0.30
15)廈門建發 0.30
16)易方達香港 0.30
17)復星國際(0656) 0.30
18)國開金融 0.30
19)綠地金融 0.30
20)廣州基金 0.30
21)TCL 集團 0.30
22)琨玉資本 0.30
23)方圓投資管理 0.30
24)上海國際 0.30

共：9.5億美元
(約73.6億港元)

■製表：記者陳楚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