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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望美議息 港股反彈力弱
政局不明朗打擊投資氣氛 後市仍未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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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才證券研究部經理植耀輝表示，港股近日累積
大量跌幅，昨日回升只屬技術反彈，短期恒指

仍會受制於27,000點，主要觀望聯儲局議息會議及
希臘債務危機的情況，如果有好消息出台，不排除
港股有支持，否則要再下試26,200點水平的支持
力。他表示，現階段可留意內銀股及鐵路股，相信
有一段的反彈。

投行：調整未完不宜撈底
對於政改方案很大可能被否決，有基金及券商預

期，香港政局持續不明朗難免影響經濟及股市氣
氛。有基金界人士表示，已有內地私募基金減持港
股，目的是避開這個敏感時刻。
德意志亦認為，環球市場風險胃納下降，政治上

的不明朗因素會影響自內地流入的資金量，令本已
脆弱的H股投資氣氛雪上加霜，股市料會繼續調
整，指現階段並非「撈底」時機。美銀美林同樣認
為，本港政治局勢短期將持續緊張，勢令經濟及消
費信心受壓。

交行混改獲批領漲內銀股
藍籌股普遍回升，中移動(0941)升 1.2%，平保

(2318)及國壽(2628)分別升1.2%及1.5%。交行混合所
有制改革方案獲批，股價升1.7%。中行(3988)跟隨

升2.4%，招行(3968)升2.2%，建行(0939)升1%，工
行(1398)升0.6%。
鐵路股終見反彈，中車(1766)一度漲近一成，全日

升7.8%，連帶近日勢弱的南車時代(3898)升5%，中
鐵建(1186)升 4.5%，中鐵(0390)升 3.1%，中交建

(1800)升1.9%。
個別股份方面，高銀地產(0283)昨夜澄清業務正

常，但仍未能阻止股價下跌，昨日再跌4.3%。遠東
控股(0036)及遠東酒店(0037)抽升，遠東酒店急漲
31.3%，遠東控股亦升約一成。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港府昨提

交政改方案予立法會審議，市場對政改消

息有所消化，港股連跌兩日後即見反彈。

A股昨午止跌回升，帶動港股升幅擴大至

最多升314點。恒指全日收報26,753點，

升187點，惟成交只有1,227億元。國指

跑贏大市，收報13,414點，升 161點或

1.22%。交行(3328)混改方案終獲批，股

價最多升5.6%，但全日只升1.7%，其他

內銀股則有追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本報6月8日
報道，有不少上市公司以「先合股再供股」等手
法向股東集資，懷疑損害小股東權益及涉及內幕
交易，財庫局局長陳家強昨回應立法會被議員提
問指，證監會過去幾年，每年平均查訊約25至
30宗公布供股前後股價異常的個案，有不少涉
及在大比例、大折讓供股前，涉嫌內幕交易或賣
空活動，但由於舉證困難或證據不足而未能採取
執法行動。

「向下炒」損害股東權益
近年有不少上市公司先以高比例合併股份，然

後以大折讓價供股向股東集資，令股價一跌再
跌，出現「向下炒」現象，也令不參與供股的小
股東股權被攤薄。之後，該等公司的大股東便趁
股價處於低位，再大量買入股票，以低成本重新
增持股權。該等公司的管理層與大股東關係密
切，因此該等財務活動可能涉及內幕交易及損害
小股東權益。

或涉內幕交易賣空活動
陳家強指出，這些個案中，有不少涉及在大比

例、大折讓供股前，涉嫌內幕交易或賣空活動。
但大多數調查並沒導致證監會採取執法行動，原
因包括有關證據未能達到法院或審裁處所規定的
舉證標準，足以證明有人曾干犯罪行；無法聯絡
到主要證人；找不到其他相關證據；或無法識別
出涉嫌的操縱者。
緊接在大比例、大折讓供股後出現的價格向下

調整，可能反映了市場力量。他說，如有任何內
幕交易或市場操縱行為發生，證監會可能會對相
關人士採取刑事、民事法律程序及市場失當行為
審裁處的研訊程序。
另外，自2012年起，聯交所每年均會檢討供

股方面的規則及常規。聯交所相信，有關供股的
現行制度屬恰當，能在保障股東及發行人參與資
本市場之間取得平衡。

上市委不贊成改供股制度
由於關注到某些上市公司可能濫用供股與合股方法，證

監會曾在2012及2013年要求聯交所檢討供股政策。特別是
為協助選擇不參與供股的股東，證監會建議考慮規定上市
公司出售未獲認購的供股權，並向不參與供股的股東，依
據其現有持股量按比例支付有關收益，以及禁止提出公開
發售。
在2012年11月和2013年7月所召開的政策會議中，港交

所上市委員會審議了此事項，但考慮到有關的濫用個案看
來，只是可能涉及市場操縱的個別例子，若收緊《上市規
則》對所有上市公司的規管，恐會削弱這種較為公平的集
資方式，亦不符合股東或上市公司的利益，因此上市委員
會不贊成對供股制度作任何修改。

貝萊德料美9月前不會加息

昨日升幅顯著板塊
股號 名稱 昨收(元) 變幅(%)

內銀股

中國銀行 3988 5.22 +2.35
招商銀行 3968 23.70 +2.16
民生銀行 1988 10.22 +2.00
交通銀行 3328 7.94 +1.66
重慶銀行 1963 7.93 +1.54

鐵路基建股

中國中車 1766 11.90 +7.79
南車時代 3898 57.80 +4.90
中鐵建 1186 12.64 +4.46
中國中鐵 0390 8.99 +3.10
中交建 1800 12.10 +1.85

科網軟件股

環球戰略 8007 0.78 +8.33
金蝶國際 0268 5.19 +6.13
金山軟件 3888 28.05 +6.05
IGG 8002 5.66 +5.79
慧聰網 2280 8.53 +5.57■港股連跌兩日後反彈，昨最多升314點，收漲187

點，成交只有1,227億元。 張偉民 攝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湯澤洋）惠譽中國銀行業評
級主管胡月明昨日於記者會
上表示，現時內地經濟結構
性放緩，預計今年經濟增長
為 6.8%，明年則減緩至
6.5%。不過，自去年下半年
起，內地加快金融改革，有
助推動消費，幫助經濟重新
平衡。她指因表外融資較
多，中央有機會放寬貸存比
率。
她透露，現時不少中資銀

行有混合制改革的計劃，若
股改可提升管理質素及企業

管治，對銀行評級會有積極影響。但除持股比例外，評級亦
需考慮銀行規模、與市場的關聯性等。

關注內地經濟美息對港影響
惠譽亞太區主權評級主管高翰德指出，政改的討論並非本

港經濟及信貸評級的主要考慮因素，而應關注內地經濟增長
放緩及美國加息的影響。他又說，未來5至10年內，香港無
可避免會與內地更加深度融合，若內地經濟轉型成功，對香
港亦有正面意義。
對於希臘須於月底前與債權人就改革方案達成協議，惠譽

歐洲、中東及非洲地區金融機構聯席主管James Longsdon
說，有信心雙方可達成部分共識。但惠譽現時給予希臘及當
地銀行業的評級為「CCC」，表明違約風險仍存在。
他指，自去年11月以來，希臘私人存款已流失20%，需依

賴歐洲央行的資金支持。而央行會否繼續為希臘提供融資，
關鍵在於當地銀行是否有足夠的抵押資產及償還能力，這也
是希臘目前最大的危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陳楚倩）受美國加
息預期升溫影響，新興市場股市表現不明
朗，貝萊德亞洲股票投資團隊主管施安祖
昨表示，巿場對加息過於恐懼，但對貝萊
德來說卻是買貨的好時機。他估計美聯儲
局將在年內調高短期利率，但不會在9月
前實行。而現時本港經濟數據表現疲弱，
對港股後市造成隱憂，特別是金融及地產
等息口敏感股，因此投資者可留意科技、
醫療保健類以及中小型股份。

北水料續南下 港股將受惠
市傳「深港通」或延遲開通時間，他則

認為「深港通」的推出只是時間問題，未
來人民幣納入SDR 亦快將有時間表，預
期人民幣匯價於未來12至18個月將較為
穩定。全國資金的進出範圍擴大，現階段
南下資金流才剛開始。隨着離岸流動性增

加，連帶香港亦能受惠。

A股現泡沫 中長線仍看好
內地股市方面，雖然A股部分股票已出

現泡沫，部分個股更出現逾100倍市盈
率，投資者需注意市盈率達50至60倍的小
型股票。但隨着內地資本市場的改革，該
行仍然看好中長線表現。目前中央政府施
政重點是保增長而非開展新增長周期，意味
着內地經濟將進入較緩慢的增長期，對周
期性因素的依賴會有所減少，並轉為以結
構性因素為本以推動經濟更穩步增長。貝
萊德的投資定位亦已由持有周期類股，轉
移至增長較平穩兼具長線增長潛力，並可受
惠於當前經濟周期銳變的股份。

亞洲貨幣債券市場具吸引
另外，貝萊德亞洲信貸團隊主管賽思昨

表示，看好亞洲信貸市場，主要是信貸市
場基本因素穩固，加上估值具吸引力，經
濟改革帶來動力。印度及中國等市場的貨
幣債券市場具吸引力，其實際孳息率仍處
於高位，為區內央行提供進一步實施寬鬆
貨幣政策的理據，估計亞洲區的貨幣政策
與美聯儲局的加息周期有很大機會呈南轅
北轍之勢。
他續說，區內貨幣匯價相對美元帶來有

利的利差交易機會，而且波動性較低，亞
洲貨幣債券將發揮分散風險功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受政治氣候不明朗
因素影響，今日掛牌的內地食用菌產品供應商中國
綠寶(6183)以下限定價，其暗盤表現各異，在兩間證
券行分別一手蝕10元及賺60元。此外，第二日招股
的聯想控股(3396)、紅星美凱龍(1528)、維太移動
(6133)孖展認購仍然慢熱。

綠寶暗盤一手輕微賺或蝕
今日掛牌的綠寶共錄得超額認購約12倍，以下限

4.71元定價。每申請一手，中籤率為100%，大額申
請100萬至約450萬股，中籤率約9.68%。據輝立交
易場資料顯示，綠寶暗盤價開市報4.99元，先升後
跌，收報4.7元跌0.21%，不計手續費，一手1,000
股蝕10元。至於耀才新股交易中心，綠寶暗盤價收
報4.77元，升1.27%，每手賺60元。

聯控等3新股孖展已超購
其他新股認購方面，綜合多間券商，聯控共錄得

近13.8億元孖展額，超額認購0.8倍，紅星美凱龍及
維太分別錄超購1.1倍及0.5倍。新股認購慢熱，但
未有阻礙其他公司來港上市的步伐。
消息指，下周最少有7隻新股同期招股，包括萬

景、天彩控股(3882)、國聯證券、魯証期貨、彩客化
學、環球醫療、天韵7隻新股。
據銷售文件指，運動相機GoPro的主要生產商

天彩控股擬發行2億股新股，當中90%國際配售，
10%在港公開發售，集資規模介乎5.36億至6.76億
元。每股招股價為2.68至3.38元，每手1,000股，
入場費約為3,414.06元。本周五起至本月24日招
股，7月 2日定價及公布結果，保薦人為中銀國

際。

卜蜂介紹形式拆正大上市
陸續有公司分拆上市，卜蜂(0043)以介紹形式分拆

正大企業(3839)主板上市，股份下月3日正式掛牌，
每手500股。正大企業主要從事生化業務及工業。分
拆後，餘下卜蜂集團將主要從事產銷動物飼料產
品；從事養殖、畜牧及銷售禽畜和水產，以及產銷
加工增值食品產品。

飆25%後停牌 泰昇擬拆業務
泰昇集團(0687)昨日出現異動，上午飆升兩成半後

停牌，公司收市後發出通告，表示擬分拆地基業務
於聯交所主板上市。另外，公司擬銷售其在內地的
其中一項投資物業，已收到一份意向書。公司在今
日復牌。公司指，可能分拆上市及公司銷售其在內
地的投資物業僅處於初步考慮階段，並且可能會或
可能不會進行。
另外，內地品牌休閒食品及飲料公司達利食品已

向港交所(0388)遞交A1上市申請，料最快第三季推
出，保薦人為美銀美林、摩根士丹利。

證監：加強涉跨境執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證監會昨日亦發表了2014/
15年報，全年度的收入按年增長15.07%至13.81億元，惟支出
同比增長8.81%至 14.57億元，但虧損已由1.39億元收窄至
7,578.3萬元，累積盈餘則按年由73.17億元降至72.41億元。
證監會主席唐家成指出，隨着「滬港通」的正式推出，對香

港而言，這是邁向成為金融中心的發展歷程中的一大里程碑，
亦對香港未來的發展及定位有重大影響。在某些方面而言，與
20多年前青島啤酒成為首隻在香港上市的H股的時候相比，香
港今天已來到更關鍵的時刻。
年報透露，香港證監會已與中國證監會、上交所及港交所開

始討論如何優化「滬港通」計劃。香港證監會與中國證監會之
間的監管和執法合作為實施「滬港通」奠定了穩固基礎，有助
於下一步將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延伸至深圳證券交易
所。鑑於內地與香港市場的聯繫日趨緊密，香港證監會將密切
監察金融穩定性，防範運作及金融操守方面的風險。

合設機制提升市場質素
唐家成續指出，香港與內地資本市場加快融合，意味着香港

現時大部分工作均與內地息息相關。一如既往，確保投資者保
障與執法行動均符合高標準固然至關重要，但也必須對監察金
融穩定性及各種操守風險保持警覺。證監會將會進一步與內地
的監管同業在市場監察及執法這兩方面共同承擔責任。
證監會行政總裁歐達禮也表示，證監會未來必須加強監管，

從而促進金融系統的穩健性，提升市場質素及加強投資者保
障。這方面的措施，包括與其他監管機構聯手設立香港金融機
構處置機制、引入新的場外衍生工具制度、落實無紙證券市場
及加強對資產管理業的規管。
年報亦載述了證監會其他營運重點，包括：在監察活動後向

中介人作出9,752項要求提供交易及賬戶記錄的查詢，按年增長
71%；在監察公司的公告後，向上市公司提出201項查詢；對中
介人作出302次以風險為本的實地視察；公開發售的證監會認
可集體投資計劃之數目，為2,622項。

李小加原價續約港交所3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港交所(0388)昨

日公布，董事會已經批准與行政總裁李小加續約
三年，任期由今年10月16日起至2018年10月15
日，續約需待證監會批准，港交所在取得有關批
准後將另行發表公告。

港交所指出，李小加續約後報酬待遇維持不
變，包括年薪900萬元，並會由薪酬委員會建
議，經董事會批准酌情表現花紅、獎授股份。資
料顯示，李小加自2009年10月起加盟港交所，
2010年1月16日起出任港交所行政總裁兼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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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月明稱，現時內地經濟處
結構性放緩，預計今年經濟增
長為6.8%。 張偉民攝

■施安祖(左)稱，投資者可留意科技、醫
療保健類以及中小型股份。 陳楚倩 攝

■ 唐 家 成
(右)稱，證
監會對監察
金融穩定性
及各種操守
風險保持警
覺。旁為歐
達禮。
資料圖片

■■聯想控股孖展已超額聯想控股孖展已超額
認購認購00..88倍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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