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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牛證打靶創紀錄
輪證散戶無有怕 午市瞓身博反彈

大市拖累 聯控首掛每手蝕3元

銀行鬥賺錢 四大內銀超美一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湯澤洋）《銀行家》昨

公布全球銀行盈利及資本實力排行榜。按2014
年業績計算，工商銀行（1398）、建設銀行
（0939）、農業銀行（1288）及中國銀行
（3988）屬中國盈利最多的4家銀行，資本實力
均列全球前六，其中工商銀行盈利591億美元，
高踞首位。
富國銀行、摩根大通及匯控（0005）分別搶佔
第四位至第六位。另外數據顯示，中國4家銀行
共獲利超過1,800億美元，多過美國銀行合計的
一倍。意大利及希臘的銀行去年虧損最多，共虧

損93億美元。

工行資本實力蟬聯榜首
資本實力方面，工商銀行持有1.51萬億元人民

幣的一級資本，蟬聯榜首3年。建設銀行排行第
二，中國銀行與農業銀行均上升3位，分別居第
四位及第六位。
雜誌稱，近年中國的銀行規模不斷擴張，重要

性日益凸顯，在中國內地資金市場已呈主導之
勢，在海外市場開拓財富仍具潛力，未來將繼續
邁向國際化道路。

另一邊廂，英國及歐洲銀行呈現停滯和萎縮之
勢。2008年高踞榜首的匯控後退4位，排至第
九；曾經排名第三的英國皇家銀行已跌出前十。
《銀行家》表示，自金融風暴後，英國銀行縮小
經營範圍，盈利能力亦有減弱。
此外，擁有最佳資本回報的銀行在南非，平均

達26%，其次依次是非洲24%、亞洲19%和北美
15.5%。
此次排名參考各銀行核心資本、實際利潤增

長、資產收益率等相關因素，視為評估銀行綜合
實力的最有效指標。

中銀夥環聯推網貸平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萃華）
中銀香港（2388）與環聯昨推出
「網上貸款360平台」。中銀信用
卡總經理蘇誠信表示，受「一周
一行」政策與亞太地區及歐洲貨
幣貶值所影響，今年首5個月銀聯
卡「北卡南用」簽賬額增幅較過
往大幅減小，增幅僅得幾個百分
點。

首5月信用卡簽賬額升14%
蘇誠信指，該行今年首5個月的

信用卡簽賬額按年升14%，其中
銀聯信用卡的消費金額按年增加
30%。零售市場增長放緩，該行
的收單業務卻錄得升幅，主要因
為有新商戶加入，如撇除這個因
素，單看銀聯信用卡「北卡南
用」簽賬額的增幅有所收窄，今
年首5個月按年僅增長數個百分
點。另外他表示，信用卡的不良
貸款率有微升，但仍然溫和，比
率亦低於市場平均水平數十個點
子，未見資產質素有變壞跡象。

該行與環聯合作推出「網上貸
款360平台」，讓客戶可通過網上
或手機申請該行的「易達錢」私
人貸款。蘇誠信指，推出全新貸
款平台是要配合客戶需求的轉
變，現時每名「易達錢」客戶平
均貸款規模為10萬元至20萬元，
推出平台有助貸款業務增長。由
該貸款平台申請貸款，息率會較
傳統申請途徑低，預計可吸引更
多客戶申請貸款及轉換結餘。

網貸可即時獲悉批核結果
該平台引用環聯智能身分驗證

系統，申請貸款時，貸款人回答
個人財務問題後，系統會即時連
接至環聯的個人信貸資料庫，核
實身分後可即時獲得批核結果。
環聯全套智能身分驗證系統，包
括身分驗證、身分核實及電子裝
置驗證。中銀香港是全港首個引
入全套智能身分驗證系統的機
構，可追蹤用戶裝置曾否中毒或
遭入侵，增加系統的安全保障。

渣打認股證及牛熊證銷售部
董事總經理翁世權表示，

雖然牛證被殺個片甲不留，但有
投資者踴躍追買牛證，不計價地
掃貨，致有牛證「即日售罄」，
狀況就如2007年「大奇蹟日」
的翻版。

狂追收回價25500點牛證
翁世權表示，下午A股與港股
均從低位「V形」反彈，投資者
狂追收回價在25,500點的牛證，
以恒指渣打牛證68141為例，該
牛證首日推出即全部沽清，需求
明顯高於供應。另外，資金亦追
捧收回價在25,100點的牛證。
瑞銀亞洲股票衍生產品銷售部
執行董事李靄欣亦表示，不少投
資者仍在低位掃入恒指牛證撈
底，以博反彈。其中以收回價在
25,800點至26,000點之間的恒指
牛證較受歡迎，但有部分牛證在
盤中已被「打靶」。她續指，下
午資金仍不斷追入恒指牛證，收
回價多在25,400點至25,600點之
間，但資金量只及被「打靶」牛
證的三分之一。

港交平保A股ETF輪受捧
瑞信香港認股證及牛熊證銷售

主管何啟聰指出，目前牛證的重
倉區，介乎 25,500 點至 25,600
點。此外，李靄欣指輪市的成交
同樣活躍，除了指數輪外，港交
所輪、平保輪及A股ETF輪成交
突出；港交所（0388）從低位反
彈逾10元，見反彈力度，所以吸
引了資金追入相關認購輪。港交
所昨日由284.2元，一度下跌至
263.4元或7.32%，但下午該股反
彈，全日收報 275 元，只跌
3.24%。

熊證最多升69%未算突出
昨日五大升幅熊證中，有3隻

為恒指熊證，其餘為騰訊熊證，
升幅只介乎66%至69%。以大跌
市來看，升幅並不突出，難怪資
金繼續流入牛證博反彈。李靄欣
指出，熊證及認沽輪昨日的確較
少人留意，主要因為熊證的現價
普遍距收回價相當遠，最近的收
回價高達26,761點，亦為昨日新
上市的熊證，這令熊證的價格反
應較慢。
至於五大跌幅牛證中，全數皆
為恒指牛證，跌幅90%至92%。
窩輪方面，五大升幅全部為恒指
沽輪，升幅介乎130%至193%，
明顯跑贏熊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希臘債務危機加深，

抵消人行減息降準的利好。港股在昨日期指結算日曾一

度暴跌逾1,000點，恒指低見25,617點，1,666隻股票

報跌，令全日有多達223隻牛證被「打靶」，打破紀

錄，當中116隻為恒指牛證。不過，輪商指在昨日大跌

市下，有散戶未嚇怕，在下午A股港股自低位「V形」

反彈後，踴躍買入牛證博反彈，致有牛證「即日售

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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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曾引用《智取威虎
山》著名唱段「黨給我智慧給我膽」
來唱好牛市的國泰君安宏觀分析師任
澤平，其昨日在短評中再沒有豪言壯
語，反而語重心長建議大家應該多放
時間「做好本職工作，陪伴家人」。

五點短評後市
任澤平在「6．19」小股災時曾提出5

個理由，認為A股的牛市使命尚未完
成。不過，經歷連續兩周的慘跌，大好
友亦心灰意冷，昨日在短評中再提出5
點看法，但沒有強調牛市。短評包括：
一、我們在2,000點時提出「5,000
點不是夢」，在5,000點附近提出
「海拔已高，風大慢走。」
二、這種帶槓桿的調整是新情況，
超出大多數人的認知。機器比人還不
理性，恐慌性殺跌─槓桿爆倉─
強制平倉─賣盤湧出─市場壓垮
並崩盤股災─中產階級消滅、銀行
不良率上升、金融危機─市場信心
嚴重受挫，陷入長期低迷，正常的融
資和支援實體經濟轉型功能失去，危
及中國經濟轉型升級……626股災是
一次警示，各界務必重視，吸收經驗
教訓。
三、呼籲監管層做好帶槓桿市場調
整的控制風險預案。闡明發展直接融
資和多層次資本市場的方向沒有變，
但控制風險、規範發展和公平法治是
正常履職。
四、呼籲業界分析師不要過度呈現

情緒和製造謠言。分析師的使命是研究清楚問題
和提供專業有價值的投資建議，不要做不靠譜的
預測，比如政府打壓股市、貨幣政策轉向等。嚴
肅對待自己的工作，各家券商做好合規。
五、呼籲廣大個人投資者控制風險、保持理

性，不要把家底壓上放槓桿。建議把理財的資
金交給有信譽的專業機構打理，拿出更多時間
做好本職工作，陪伴家人，他們更需要你。

■恒生指數昨跌696點，多隻牛證被強制收回。 張偉民 攝

上周六內地罕有宣布「降息降準」雙
降出擊，其後本港及內地股評家一致認為
周一（29日）大市應該「頂得住」，但
昨日殘酷的事實證明專家全部睇錯市。

估大市會升 專家無晒面
港股昨日出現小股災，恒指一度跌逾千點，

不少網民大嘆信錯「沈大師（沈振盈）」指人
行降準後港股會大升500點，紛發帖指「跳樓
都唔掂，要到IFC排隊」，比得上電視劇《大
時代》丁蟹一家於聯交所天台一幕。亦有淡友
笑言昨日「只是技術性調整」，今日仍會繼續

跌。
不少網民於討論區表示，單日身家大縮水兩

成至四成，更有指自己因大跌市患上開市恐懼
症。有網民跌到怕，亦有人本着「別人驚懼我
貪婪」的精神，無懼跌市，指今日要大手買入
牛證，大殺熊軍。

有網民認為現今屬入市良機，因為早前已累
積一定升幅，現在才有機會掃平貨。不過無論
淡友抑或好友，大家似乎對「六絕」月魔咒深
信不疑，到底能否「七翻身」，且看下回分
解。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偉聰

信錯「沈大師」對開市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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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誠信指，推出全新貸款平台是要配合客戶需求的轉變。黃萃華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受兩地股市急

挫拖累，大熱新股聯想控股（3396）首日掛牌滑
鐵盧，全日收報42.95元，較招股價42.98元下跌
0.07%，不計手續費及佣金，每手100股蝕 3
元。市況波動影響新股招股，昨孖展截止的和美
醫療控股（1509）及培力控股（1498）均出現
「抽飛」。展望今日，金嗓子（6896）及中智藥
業（3737）將接力招股。
昨日聯控高位43.55元，低位42.85元，成交
6,265萬股，涉及金額27億元。董事長柳傳志對
首日掛牌未有高開表現淡定，指集團看長線，並
不着眼短期股價波動。他表示昨日是繼聯想集團

（0992）上市後，再次參與在港上市儀式，心情
激動，是公司發展的新里程碑。
對於市傳長和（0001）主席李嘉誠、騰訊
（0700）主席馬化騰及阿里巴巴主席馬雲均有捧
場認購，柳傳志回應指不太清楚。至於未來集團
會否回歸A股上市，要視乎環境而定。現時公司
收購目標為消費與服務領域，包括金融，未來一
兩年一定有動作，惟目前不能透露。

和美培力均現「抽飛」
雖然和美醫療控股及培力控股出現「抽飛」，

但未有影響培力招股，孖展總數增加至1.78億
元，相當於公開發售超額認購逾3倍，和美則仍
未足額。
從事生產及銷售加工水果產品的天韵（6836）
昨已截止公開發售。市場消息透露，其已錄得逾
2.5倍超額認購，天韵下周二掛牌。環球醫療
（2666）昨亦截止公開發售，市傳其錄得約51
倍超額認購，凍結資金約221億元。公司將在7
月8日掛牌。

金嗓子招股3172元入場
金嗓子及中智藥業在今日接力招股。潤喉片製

造商金嗓子將發行約1.82億股，每股招股價介乎
4.58元至6.28元，每手500股，入場費3,171.64

元。該公司明起至7月6日招股，下月15日掛牌
上市。董事長江佩珍昨表示，現時主打產品金嗓
子喉片佔去年收入九成，下半年推出清咽片及植
物飲料等新產品。
集團已引入4名基礎投資者，合共認購3.12億
元股份，包括新銳醫藥（6108） 、康健
（3886）、廣州潤鈿及Super Silverwood。金嗓
子上市集資最多11.4億元，當中32%用作市場擴
展，23%用作興建生產及研發基地，其餘包括產
品開發及一般營運資金等。

中智藥業擬發行2億股
內地從事製藥及經營連鎖藥店的中智藥業今日

起至7月6日招股，公司擬發行2億股，招股價
介乎2.46元至3.08元，當中10%為公開發售。以
每手1,000股計，入場費約3,111.04元。以招股
價中位數2.77元計，是次集資淨額所得為5.13億
元。股份將於7月10日公布招股結果，7月13日
掛牌。
是次集資所得30%用於擴充廣東省的連鎖藥

店；20%將用於擴充分銷網絡；20%投放於研
發；20%作購買機器之用及擴建生產設備；10%
用於一般企業用途。國信證券為獨家保薦人。另
外，公司引入中融國際信託作基石投資者，認購
1,500萬美元。

■柳傳志指集團看長線，並不着眼短期股價波
動。 張偉民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