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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影星趙薇有份投資的
創業板新股中國創意(8368)首日上市爆升9.25倍，帶挈
趙薇身家一日增近2億元。不過，有人快樂有人

愁，上周三首日升 15 倍的創業板新股中國糖果
(8182)，昨日暴瀉逾81%報0.7元，雖仍較0.2元的配售
價高2.5倍，但高位追入的散戶就損失慘重。

頻現股價狂升暴跌 令人咋舌
事實上，近期多隻創業板股份都出現狂升暴跌的現

象，例如亞勢備份(8290)首天上市便勁升21倍；立基
工程(8369)被股民戲稱為「瘋狂過山車」，該股首天
掛牌較配售價爆升逾 19 倍，第二個交易日先升
63%，其後直線暴挫，收市劇跌95%，表現令人咋
舌。

陳家強：證監定期進行監控
財庫局局長陳家強昨書面答覆立法會議員提問時表

示，證監會透過監察計劃，對在聯交所上市的證券，
包括創業板上市股票的股價及成交量異動，定期進行
監控，過去三年，證監會就創業板上市股票的異動及
潛在市場操縱行為，對合共98宗個案展開查訊或調
查，當中有41宗個案仍在處理中。
陳家強指，為確保《上市規則》可應對市場發展

及反映各方認可的合適標準，以確保投資者的信
心，聯交所不時檢討《上市規則》，包括有關創業

板制度的規則，上市部會向上市委員會及證監會提
供創業板的定期報告，報告涵蓋主要的申請審閱和
上市統計數據、對創業板申請的一般觀察所得和媒
體評論等。

港股牛皮成交縮 後市料波動
港股方面，大市動力疲弱，成交亦不活躍，恒指牛

皮下，全日收跌75點報22,188點，成交萎縮至641億
元，反映投資者入市意慾不足。國指亦微跌18點至
10,055點。分析師認為，恒指短期支持位在22,000
點，但預期隨着美國議息會議臨近，後市的波幅會增
大。
新一份澳門《施政報告》預計明年當地賭博收益只

得2,000億澳門元，拖累濠賭股捱沽，銀娛(0027)及金
沙(1928)各跌4.6%及3.4%，永利(1128)跌3.1%、美高
梅(2282)及新濠(0200)跌3.2%。

資金熱炒 細價股現「禾雀亂飛」
除了創業板股份外，部分細價股仍見炒風，出現

「禾雀亂飛」狀況。數字王國(0547)突然急漲32.5%，
中國新電信(8167)升 17.5%、中國新城市(1321)升
16%、鴻福堂(1446)升22%。

創板半新股驚嚇 中國糖果暴瀉81%

主要從事節目製作的中國創意昨日開市報4.4元，
其後股價反覆，一度低探2.82元，收報4元，較

配售價0.39元高出9.3倍。該公司以配售形式上市，
在上市前向118名機構、專業及其他投資者配售了3
億股股份。其中，趙薇及雲峰基金主席虞鋒分別以每
股0.39元的價格，各自認購了5,400萬股中國創意的
股份，分別耗資2,106萬元。在認購股份後，趙薇及
虞鋒將分別持有中國創意4.5%的股份。

群星拱照 柯藍持股增值60倍
以中國創意控股昨日的收市價計，趙薇的持股市值
達2.16億元，賬面一日大賺約1.95億元。另據內媒早
前報道，在趙薇、虞鋒等名人入股中國創意之前，還
有其他明星入股其中。去年11月25日，內地著名影
星柯藍，就以20.4萬元購得中國創意佔當時股本

0.34%的股份，在此次配股完成後，柯藍的股份佔比
將降為0.26%。以中國創意昨日48億元市值來計算，
柯藍的持股約值1,248萬元，增值逾60倍。

趙薇：創意產業蓬勃冀長揸
趙薇昨出席上市儀式，並親自敲鑼。她稱，她與中
國創意控股主席楊劍相識接近20年，認為創意產業是
非常蓬勃的，也跟她本身作為演員、導演的主業相
關，選股、投資這些主要是先生的意見，更笑稱做人
生贏家「還挺累的」。
被問及今後會否有一些出售股份獲利的打算，她

說，「沒有想那麼多，希望跟這公司長期合作下
去。」
問及她投資港股多與馬雲聯手，她指，這次雖與雲

峰基金共同入股做基礎投資者，但馬雲並無給予意

見，未來會否再與馬雲聯手，則要看緣分。

演藝投資雙贏 趙薇紅酒熱賣
趙薇不僅在演藝界順風順水，作為老闆的她在商界
同樣做得風生水起。在剛過去的「雙十一」購物節，
她的酒莊紅酒在熱賣。而去年底她與夫婿黃有龍斥近
31億元認購阿里影業（1060）19.3億股或9.18%的股
份，其後曾以高於入股價1.4倍的價格出售部分持股
套現，目前的持股量已降至16.7億股或7.96%。
馬雲旗下雲峰基金主席虞峰這次是以個人身份認購

中國創意控股。他現時同時透過雲峰基金持有阿里健
康（0241）約64%股權，又透過雲峰金融持有瑞東集
團（0376）約56%股份，並出任這兩家上市公司非執
行董事，其中在瑞東更兼任公司主席。而黃有龍亦是
瑞東集團的股東兼非執行董事。

趙薇入股一日賺2億
中國創意首掛較配售價飆逾9倍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

紹基) 港股疲弱跌75點，但

並未冷卻散戶「刀仔鋸大

樹」的熱情。創業板新股中

國創意(8368)昨首天上市，

獲基礎投資者之一、影星趙

薇撐場，股價曾癲升10倍，

全日收4元，較配售價0.39

元爆升9.25倍，趙薇身家亦

一日增近2億元，按交易時

段5個半小時計，即每小時

賺約3,600萬元。

東方匯理：長遠看好人幣走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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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陳楚倩）繼內地城
商行錦州銀行啟動IPO上市後，青島銀行
(3866)亦計劃趕在年尾登場，將在本周五
招股，與中國中地乳業撞期招股。青島銀
行將在12月3日掛牌，集資7億至8億美
元(約54.6億至62.4億港元)，保薦人為中
信証券國際、高盛。
青島銀行較早前已通過港交所(0388)上

市聆訊，初步招股文件顯示，是次集資乃
用於補充資本金，以滿足其業務持續增長
的需要。

聯合醫務孖展超購逾1.5倍
新股認購方面，新世界發展(0017)創辦
人鄭裕彤女婿孫耀江創辦的聯合醫務
(0722)昨第二日招股遇「抽飛」，累計借
到孖展額增至近1.013億元，聯合醫務公
開發售集資4,000萬元，超額認購逾1.5
倍。市場消息透露，其國際配售錄得足額
認購。
至於從事塗料生產及銷售的萬輝化工

(1561)昨為第二日招股，據悉，4間券商累
計為其借出360萬元孖展額，未足額。昨
日孖展截止的光伏玻璃製造商福萊特玻璃
(6865)，共錄近910萬元孖展額，仍未足
額。

中奧到家傳初步超購10倍
內地獨立物業管理公司中奧到家(1538)

昨已截止公開發售，市傳初步錄得10倍超
額認購，凍結資金約5億元，其招股價介
乎1.72至2.05元。中奧將在下周三掛牌，
保薦人為麥格理。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涂若奔）新世界發展
（0017）主席鄭家純昨日出席股東會後表示，近期旅
客數量下跌，對零售市道有一定影響，但相信只屬短

暫影響。旗下周大福（1929）近月銷售情況亦逐步回
穩，希望未來會持續回升。金價上落對公司影響不
大，因為金飾產品有7成已作對沖，未來暫時不會減
少對沖比例。
鄭家純表示，近日在港發生的一些不愉快事件，有
損本港旅遊城市的形象，政府應加強管制，避免不愉
快事件再度發生，但他相信時間會沖淡一切；又稱若
內地經濟增長達到6.5-7%，內地旅客的信心回復，本
港零售市道亦會隨之回復，希望於未來數月零售市道
會好轉。

看好內地經濟 續加大投資
談及內地樓市時，鄭家純則指，內地樓市已回穩，
惟個別地區因供求環境不同，因此不能一概而論，集

團仍看好內地經濟會持續增長，將會繼續加大在內地
的投資。
另外，新世界中國（0917）昨日披露，於11月8日正
式推出湖南省益陽市首個發展項目——新世界梓山湖的
首批別墅。是次合共推出62套聯排及雙拼別墅，面積介
乎220至301平方米。項目推出發售當日，逾100組客戶
到場選購，兩小時內售出逾7成別墅，總銷售面積約
1.17萬平方米，錄得認購金額人民幣1.3億元。

傳新世界擬發行美元債券
據《華爾街日報》引述市場消息人士透露，新世界
發展擬發行美元債券，已聘任美銀美林、匯豐為聯席
牽頭經辦人，安排一連串定息投資者會議。但目前未
知發債的更多詳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涂若奔）評級機構標準普爾
昨日發表報告指，今年首10個月澳門博彩收入按年
跌35.5%，遠遜其預期，估計疲軟局面可能延續到
明年，對澳門賭場運營商信用前景不利，故調低今
年澳門博彩收入預測，將其由此前預測的25%-35%
跌幅，下調至跌幅達30%-50%，但相信明年跌幅將
溫和，料僅跌0-10%。

比較基數低 來年跌幅料溫和
標普分析師Sophie Lin表示，今年1-10月澳門博
彩總收入的下滑情況比標普所預計的要嚴重，主要
原因是貴賓部門收入銳減逾40%。儘管2016年博彩
業收入不大可能顯著回升，但考慮到收入對比基數
偏低，加上營運商計劃興建新賭場、資本投資需求
下降，以及中場收入穩定應可有助控制風險，故預
計明年博彩業收入下降速度將放緩至0-10%。
濠賭股昨日全線下跌，藍籌股銀河娛樂（0027）
收報 23.75 元跌 4.62%，金沙中國（1928）收報
27.05元跌3.39%，永利澳門（1128）收報10.52元
跌 3.13%，美高梅中國（2282）收報 10.82 元跌
3.22%，澳博控股（0880）收報 6.12元跌1.45%。

鄭家純：港零售市道料數月回復
■ 鄭 家 純
稱，近期來
港 旅 客 下
跌，相信對
零售市道只
屬 短 暫 影
響。
涂若奔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易）國家工商總局主管的《中國
工商報》引述各地工商、市場監管部門行政處罰訊息公示
系統報道，國美電器（0493）在北京、山西、內蒙古、新
疆的一些門店因虛假宣傳被查處，包括虛假宣傳所售的空
氣淨化器功能，以及虛假宣傳產品低價等。
其中，銷售的亞都空氣淨化器宣傳單頁上宣稱「徹底去

除氨」；熊津空氣淨化器單頁上宣稱「去除99.95%的有害
病毒」；blueair空氣淨化器宣稱「對哮喘過敏人士具有明
顯的輔助作用」。但經調查後，宣傳內容均為虛假。
同時，宣傳「國美特惠，史密斯熱水器大減價現僅售

3,028元人民幣」，但經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工商局回
民區分局查實，史密斯熱水器銷售記錄無低價銷售的行
為，此宣傳內容虛假。
國美繼三日累跌近9%後，昨收報1.34元，無升跌。成交

1.32億股，涉資1.75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陳楚倩）東方匯理
私人銀行外匯及貴金
屬投資策略部環球主
管Davis Hall表示，長
遠看好人民幣走勢。
人民幣若獲納入IMF
特別提款權 (SDR)一
籃子貨幣，各國央行
需買入人民幣作為儲
備貨幣，有助提升人
民幣國際儲備貨幣地
位，過去4年人民幣升
值35%。長遠來看，

人民幣未來沒有貶值需要。

人幣入SDR後 料削美元優勢
他估計，在2025年，人民幣於各國的外匯儲備佔比將達
一成，美金作為外匯儲備將逐步縮減至六成。Hall同時對
美元前景不甚樂觀，近日美國經濟數據轉弱，難以繼續美
元強勢。人民幣隨時取代美元國際主導貨幣地位。
油價方面，他預測，若油價低於60美元水平時，產油國

不會允許利潤持續減少。明年油價在35至55美元左右。目
前主要是沙特阿拉伯增加了供應影響油價，但該國財政已
出現赤字，預料12至18個月之後，油價將逐漸回升。

金價明年底或重上1200美元
此外，目前金價正處於低水平，投資者可在每盎司1,000
美元水平買入，估計明年底金價將回升至每盎司1,200美
元，潛在回報達到20%。

■Davis Hall估計，在2025年，
人民幣於各國的外匯儲備佔比將
達一成。 陳楚倩 攝

國美內地門店因虛假宣傳被查處

■港股昨跌75點，成交萎縮至641億元。 張偉民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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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法斯：內地減速對港衝擊最大
香港文匯報訊 科法斯昨日在年度環球貿易
風險論壇上預測，與2006-2007年13.4%的增
長速度相比，2015年中國的經濟增長不太可能
超過6.7%，2016年將可能低於6.2%。這主要
是技術和資本追趕過程失去動力所造成：眾多
行業正蒙受產能過剩及企業債務高築帶來的不
利影響，令投資大不如前。科法斯評估，今年
必須持續警覺觀察新興國家的國家風險。

內地轉谷消費推動經濟增長
當前中國模式的持續改革顯示了兩個主要趨
勢：與其他亞洲國家相比，中國價格競爭力正
不斷下降；中國正由依賴投資轉向消費主導來
推動經濟持續增長。
由於中國的勞動人口逐漸減少，致使單位勞

動成本增加，價格競爭力因此下降，所以國家
經濟發展需要提升工業價值鏈。外商在中國直
接投資趨緩，有利於其他具有競爭力的國家
（泰國、馬來西亞、印尼和越南）。

需提升工業價值鏈保競爭力
因此，消費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變得舉足輕

重。為了重新平衡增長、使經濟發展更為高效
益，中國政府正大力推動市場化。從長遠來
看，政府積極推動金融自由化，鼓勵消費和提
升工業價值鏈，應可抵消因價格競爭力的喪失
導致的經濟放緩。然而，短期來看，經濟放緩
給中國以及周邊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帶來了
諸多風險。

內企信用惡化添港銀行風險
香港和新加坡在以下兩方面受中國內地經濟

放緩的影響極大。首先，在金融市場方面，其股
市與內地股市緊密相關，跨境銀行貸款普及，內
地企業信用惡化亦對銀行業帶來衝擊。其次，在
貿易方面，其高風險行業出口至內地的佔比較
高：佔香港GDP的 74%，佔新加坡GDP的
15%，內地經濟放緩令兩地承受極高風險。

■■創業板新股中國創意昨創業板新股中國創意昨
上市上市，，獲基礎投資者之獲基礎投資者之
一一、、影星趙薇撐場影星趙薇撐場。。圖為圖為
趙薇與主席楊劍主持上市趙薇與主席楊劍主持上市
儀式儀式。。 張偉民張偉民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