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陳楚倩）臨近新年，喜事成雙。今年港交所
（0388）除了重奪久違三年的集資額「一哥」寶座後，更創出新股
上市數目及H股上市宗數的歷史新高。德勤預計，港交所今年全年
集資額逾2,603億元，按年增加14%，跑贏紐交所及滬交所。明年本
港新股市場有望再下一城，該行估計集資額介乎2,600億元至2,800
億元，上市宗數約115宗至125宗。

一內銀集資高達700億
明年本港的新股巨無霸將再創新高，其中大部分為中資公司。德

勤中國全國上市業務組聯席領導合夥人歐振興透露，明年料有10間
逾100億元集資額的超大型新股來港上市，約7至8間集資逾50億元
的大型新股。某內地銀行擬明年來港集資700億元。另外，隨着內
地的金融科技公司赴港上市，吸引其他新興經濟企業來港集資。
巨無霸主要來自內地證券公司、金融科技、城巿商業銀行、保險

公司和金融租賃公司等中國金融服務機構。歐振興表示，受惠於國
家的金融體制和國企改革政策推動，明年不少醫療醫藥企業與國企
計劃來港上巿。

首季新股發行或變慢
另一方面，他估計明年新股市場將出現先低後高的局面，整體對

明年本港新股達到預期集資額充滿信心。由於美國加息或導致資金
流大幅波動，加上石油價格下跌影響中東資金部署，故預計本港第
一季新股發行將會變慢。隨着下半年內地為經濟定調，而且市場已
消化加息影響，集資額在隨後會回升。
今年本港創業板經常出現股價異動，他認為若創業板的新股股價

波動關乎創業板全配售機制，當局或者需要考慮審批創業板上市要
求，例如部分公司公開發售新股。

A股料籌逾1588億人幣
A股新股巿場方面，今年首6個月都十分熱鬧，雖然中間經歷7月

暫停發行，並於12月重啟。內地新股巿場完成220宗IPO，集資
1,588億元人民幣。新股數目和集資額按年急升76%及102%。由三
隻大型新股發行總共集資533億元人民幣推高全年的集資總額。
隨着新股發行活動在今年經過短暫暫緩後，德勤預期A 股新股巿

場在明年會更趨平穩，特別是臨近新股註冊制的出台。該行預料監
管機構很大可能會適度為新股發行活動提速，即是約380至420隻新
股準備發行，集資額會達到2,300億至2,600億元人民幣。大部分新
股將會來自中小型的製造、科技和消費及零售企業。

逾10中資巨無霸料明年上市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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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港交所(0388)昨促請投資者及市場參與者留意，上交所本
月4日宣佈將於下月1日起實施新的指數熔斷機制，該機制將適用於透過
滬港通進行的滬股通交易。港交所已於上周六為參與者舉行了一節練習時
段。

熔斷期間可落盤及取消新盤
根據新的熔斷機制，當滬深300指數較前一交易日收盤首次上漲或下跌

達到或超過5%時，在上交所買賣的A股將暫停交易15分鐘。15分鐘暫停
時間屆滿之後將進行集合競價恢復交易。觸發熔斷前未成交的買賣盤將會
結轉，熔斷期間市場參與者可以落盤及取消新盤。
當滬深300指數較前一交易日收盤首次上漲或下跌達到或超過7%時，

在上交所買賣的A股將暫停交易，當日不再恢復交易。而滬股通交易的每
日額度運作將維持不變。一旦額度在上交所開市集合競價時段之後（包括
熔斷生效期間）用盡，當日即不再接受新買盤。

滬股通適用上交所熔斷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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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港交所、中國證監會、紐交所、納斯達克、倫敦證券交易所、東京證券交易所、馬德里證券交易
所、彭博及德勤估計與分析，截至2015年12月31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偉聰）臨近聖誕
假期，一眾投資者都開始「收爐」，港股
昨日受美股道指上周五急跌367點拖累而
低開，其後跟隨內地A股造好，恒指收報
21,791點，升36點或0.2%，守10天線(約
21,658點)之上。全日大市成交不足600億
元，接近一個月新低位，分析預期聖誕假
前恒指維持21,000點至22,000點上落。

升112點成交不足600億
恒指昨日低開114點，報21,641點為全

日低位，之後明顯見支持，開市15分鐘後
倒升，最多升115點，見21,871點全日高
位。大市全日成交額598.82億元，較上日
少約149.73億元，為接近一個月以來最低
水平。國企指數明顯跑贏，收報9,746點，
升112點或1.2%。
新鴻基金融財富管理策略師溫傑指，雖
然美國加息後明朗化，但市場仍對新興市
場感到擔心，故上周五美股仍跌367點。
但聖誕臨近，他預期，港股不會大上大
落，維持平穩，預計波幅維持在21,000點
至22,000點上落。

中信國安入股 耀科飆5成
耀科國際(0143)獲中信集團子公司中信國
安間接擁有公司RoadShine Developments
Limited以3.18億元代價，向大股東、執行
董事施懿庭家族收購約已發行股本53%，
觸發強制性全面收購。公司復牌後，股價
一度升超過6成，收市仍升近5成，報
0.247元。
藍籌股方面，招商局國際(0144)升3.8%表

現最好；銀娛(0027)升3.4%；潤電(0836)升
2.7%。相反重磅股偏軟，匯控(0005)和騰訊
(0700)逆市跌0.7%，而11月淨增客戶按月
升約13%的中移動(0941)跌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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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偉聰）內地
三大電訊商分別公佈上月營運數據，
中移動(0941)淨增客戶數按月升121.2
萬戶至8.25億戶，年度累計淨增用戶
達1,855.4萬戶。 截至11月底止，4G
客戶數按月增 2,001.3 萬戶至 2.87 億
戶，稍高於10月份之增加1,969.3萬
戶。11月 3G客戶數按月降 816.8 萬
戶，連續第9個月下降至1.79億戶。

中電信聯通3G4G上客放緩
中電信(0728)上月移動用戶數淨增
103萬戶至1.97億戶，全年累計淨增
1,095萬戶。其中，11月3G及4G用戶
淨增192萬戶至1.41億戶，較10月份

之230萬戶增速放緩。 11月固網寬帶
用戶淨增61萬戶，而本地電話用戶則
流失96萬戶。
而聯通(0762)上月3G/4G客戶淨增

375.3萬戶，較10月份淨增長402.1萬
戶有所放緩，累計用戶達1.8億戶，移
動用戶流失 34.6 萬戶，累計總數達
2.87億戶。固網業務方面，集團固網寬
帶用戶11月淨增16.3萬戶，總數達
7,227萬戶，本地電話用戶按月流失
73.6萬戶，累計到達7,496.9萬戶。
三隻中資電信股股價昨表現各異，

中移動收報87.75元，跌0.397%；中電
信昨收報3.65元，升1.108%；中聯通
收報9.5元，跌1.042%。

中移動上月4G客增2000萬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萃華）人民
幣中間價經過十日重挫後反彈，終止
十連跌，人行昨將中間價定於6.4753
元，較上個交易日中間價高61點子，
有交易員指，臨近年底，匯市成交減
少，料年底人民幣貶值空間有限。

匯市成交萎縮超三成
人民幣中間價止跌，同時在岸人民

幣兌美元昨亦微升0.01%至6.4808元，
而截至昨晚7時30分，離岸人民幣兌
美元則報6.5565元。路透昨引述交易
員表示，人民幣中間價經過十連跌已
出現大幅度貶值，加上部分交易員因
年底休假，昨日匯市成交萎縮超三

成，認為人民幣年底前的波動收窄，
貶值空間亦較為有限，相信6.5元關口
有較強支持。
他們補充，人民幣短期回穩是要控

制貶值節奏，而非轉勢。交易員指，
在岸及離岸人民幣匯價價差700點子左
右，因此仍有套利空間，認為在岸人
民幣匯價有較大貶值壓力。

料明年貶值2%至3%
另有交易員預計，明年人民幣會再

有2%至3%的貶值空間，而具體亦需
看明年經濟形勢，他認為，明年經濟
不可能再壞，但要轉好可能還需要一
段時間。

人民幣中間價結束十連跌

藺常念老馬有火 炮轟港交所把關鬆
港收緊借殼現金公司上市

港交所昨亦發佈指引表示，已注意到近期上市
公司引入投資者注入大量現金的大規模集資

活動有所增加；這些投資者將擁有公司的控制
權，並把現金資產投資到新的業務，而公司原有
業務隨之被邊緣化，這是《上市規則》的反向收
購行動條文收緊之後市場出現的新趨勢。

借殼現金公司視為新上市
港交所監管事務總監兼上市主管戴林瀚表示，
《上市規則》的現金資產公司規則旨在幫助聯交
所維持市場質素，避免現金資產公司的證券出現
投機買賣。根據這些規則，變為現金資產公司的
上市公司將不能開展不適合上市的新業務。根據
《上市規則》，現金資產公司(指全部或大部分資
產為現金的公司)並不適合上市。
《上市規則》並沒有就現金資產公司設定量化
標準。評估時，聯交所考量的不只是發行人的現
金水平，亦會同時考慮其業務、運作及財政狀況

的背景及情況。一旦發行人被認定是現金資產公
司，其復牌申請將被視為新上市申請處理。
香港證監會昨日公佈，收購及合併委員會裁

定，如張松橋進行收購港通控股(0032)的控股權益
的交易，便會觸發《收購守則》下的全面要約責
任。委員會亦同意收購執行人員所提出，不應就
該全面要約責任授予寬免。

黃國英：打擊賣殼活動
豐盛金融資產管理董事黃國英認為，相關的指

引可能會打擊到涉及「買賣殼」的專業人士，但
對市場來說並非壞事。而新鴻基金融財富管理策
略師溫傑就認為，港交所的指引反映其對市場上
類似「買賣殼」行為的關注，現金資產公司，其
復牌申請將被視為新上市申請處理，長遠而言對
市場是好事。他相信，對整體大市氣氛以及指數
的影響不大。
另外，智易東方證券行政總裁藺常念昨日於

facebook發文，以《港交所扶持厚顏無恥的企業
家》為題，質疑港交所及證監沒有盡責把關，予
無良上市企業多次翻炒舊業務上市，令散戶任人
魚肉。其後聯交所就其如何對大規模集資活動應
用《上市規則》的現金資產公司條文發出指引，
指將把現金資產公司的復牌申請視為新上市申請
處理。

公司私化後再上市惹質疑
藺常念指，「為什麼可以讓同一個業務短期內

上市兩次，第一次高價招股，低價私有化，再以
幾億元賣殼。現在又再上市，身為散戶投資者，
覺得被公司搵笨。」他提到，本月剛上市的新福
港(1447)及承達(1568)都曾經上市，經私有化後又
再一次上市。藺常念質疑港交所及證監，未有盡
責保障投資者的利益。指出有上市公司明顯地把
同一業務上市後，賣殼再上市，破壞香港股市聲
譽，損害小股東利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偉聰）港股市場近
年常被詬病淪為「啤殼工場」，業界一直敦促
證監會及港交所（0388）收緊公司借殼上市
的審批。證監會及港交所昨齊齊刊發公告，宣
佈將大量現金注入上市公司（即無注入具體業
務）的「借殼上市」行為視作新上市，要以看
齊新股上市的要求來審批。而證券界老行尊藺
常念，昨日就於facebook發文，炮轟港交所
對於審批上市的把關過於寬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玻璃纖維織物製造商中國恒石基業(1197)
昨日掛牌表現不俗，若不計手續費及佣金，投資者一手2,000股賺60元。
該股全日收報2.18元，較招股價2.15元上升1.4%，成交586.4萬股，涉及
金額1,290萬元。
昨截孖展的金斯瑞生物科技(1548)及新特能源(1799)，兩者均未足額。綜

合4間券商合共為金斯瑞借出近830萬元孖展額，而新特能源未錄得孖展
金額。
江蘇省最大期貨公司弘業期貨(3678)昨已截止公開發售，市傳錄得超額

認購，招股價介乎2.43至2.98元，本月30日掛牌。同日截止公開發售的
宜昌東陽光長江藥業(1558)，市場消息透露，其錄得少於1倍超額認購，其
招股價範圍是13.7元至18.5元。

中國宇天最多籌1.13億
另外，中國宇天(8230)擬以配售方式於創業板上市，公司以每股介乎0.5

至0.54元，發行2.1億股新股，集資額最多1.13億元，預計於本月29日掛
牌，每手買賣單位為5,000股，保薦人為國泰君安融資。
公司為工業鍍膜產品製造商、鍍膜玻璃生產設備供應商及觸摸屏模組零

件製造商，公司預計所得款項淨額為9,320萬元(以中間價每股0.52元計)，
當中67%用作擴充公司業務規模及深入觸摸屏市場；11%用作加強研發能
力；8%用作擴充公司銷售及市場覆蓋率；10%用作營運資金及其他一般
企業用途，另餘下4%將用作其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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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恒石基業昨日掛牌，管理層出席上市儀式。

■■德勤中國全國上市業務組聯席領德勤中國全國上市業務組聯席領
導合夥人歐振興導合夥人歐振興（（左左）。）。陳楚倩陳楚倩 攝攝

港通控股(0032)一年來股價走勢

1月2日
收報7.35元

元

11月26日
收報10.32元

昨收報
10.28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