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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陳楚倩）恒指結算日以跌市
收市，連帶影響昨日首掛的三隻新股表現。當中弘業
期貨(3678)蝕最多，一手1,000股蝕460元，全日收報
1.97元，較招股價2.43元下跌18.9%。至於金斯瑞生
物科技(1548)則一手2,000股賺20元。新特能源(1799)
全日收報8.8元，與招股價相同。
至於今日開始招股的內地教育服務供應商成實外教
育(1565)及內地房地產開發商融信中國(3301)，分別集
資18.35億元及18.9億元。

成實外教育2949元入場
成實外教育董事會主席王小英表示，內地將放寬一

孩政策，有利推動未來教育事業的發展。是次部分集
資所得計劃用作未來發展用途，公司亦會考慮多個因
素進行收購，目前並無特定收購對象。
成實外教育今日起至明年1月7日招股，全球發售
7.5億股，招股價介乎2.18至2.92元，按中位數2.55
元計，集資淨額約18.35億元，每手1,000股，入場費
2,949.42元。麥格理資本為集團獨家保薦人，預計下
月15日聯交所掛牌。
集資所得約48.3%用作與獨立第三方合作於國內外

合辦新學校，及購買相關土地使用權以建設新學校或
向第三方收購現有學校；另22.7%用作償還現有短期
銀行借貸；20%用作成立教師及職員培訓及發展中
心；9%用作公司營運資金及一般用途。

融信今招股 最多籌20億
至於同日招股的內地房地產開發商融信中國

(3301)，擬發行3.375億股股份，集資最多20.7億元。
招股價為 5.36 至 6.13 元，一手 500股，入場費為
3,095.89元。集資所得60%將用於開發現有項目，
30%用作收購土儲。餘下一成用作營運資金。
市場關注公司的高負債情況，截至6月底，公司負

債率高達640%，借款總額為182.43億元(人民幣，下
同)，其中信託及其他借款佔160億元。公司首席財務
官曾飛燕回應指，公司最近沒有拿地，未來會將現有
項目縮短開發周期，並繼續引進資金投資，有望可將
負債率降至可控水平。

年年卡已超額認購23倍
其他新股方面，市傳昨已截止公開發售的內地手機
話費充值服務商年年卡(3773)，已錄得23倍超額認
購。公司將在明年1月7日上市。
浙江省嘉興市最大建築公司巨匠建設(1459)昨日首
日招股，據4間券商首日為其借出860萬元孖展額，
相當於公開發售未足額。公司今年7至10月份公司與
客戶訂立新建築合同總額約14.8億元人民幣。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梁悅琴)恒盛地產(0845)
公佈，於本周一遭天弘
創新向香港高等法院提
出清盤呈請，此乃基於
公司被指稱未有根據就
貸款擔保而支付6,566.8
萬元人民幣，及連同應
付呈請人的累計罰息。
該公司指出，已清償

結欠呈請人的款項，呈
請人現正安排向高等法
院申請撤回呈請。在此
情況下，公司認為呈請
將不會對集團的業務及
營運產生任何重大不利
影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萃華）證監會昨再批出第2批一共9
隻基金互認下的南下基金，其中有3隻是上投摩根旗下基金，
佔比最多。
上投摩根獲批的南下基金，包括「新興動力混合型證券投資

基金」、「雙息平衡混合型證券投資基金」、「行業輪動混合
型證券投資基金」。
其餘獲批的基金包括「工銀瑞信穩健成長混合型證券投資基
金」、「景順長城核心競爭力混合型證券投資基金」、「華夏
興華混合型證券投資基金」、「廣發聚優靈活配置混合型證券
投資基金」、「大成內需增長混合型證券投資基金」、「匯豐
晉信動態策略混合型證券投資基金」。
證監會於本月18日首次批出4隻基金互認下的南下基金，上
次獲批的華夏、廣發、匯豐及工銀瑞信今次再次獲批，各行現
有2隻南下基金，而上投摩根及大成則首次獲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黃萃華）匯金公司近日將
其持有的部分內銀A股，轉讓於子公司中央匯金
資產管理公司。中國銀行(3988)昨日公佈，收到
控股股東中央匯金公司通知，通過協議轉讓方式
向全資子公司中央匯金資產管理轉讓該行逾18.1
億股A股。轉讓完成後，匯金公司直接持有中行
A 股的持股量為 89.42%，佔普通股總股本
64.02%。
建行(0939)同日公佈，接到控股股東匯金公司
通知，於近日通過協議轉讓方式，向其全資子公
司中央匯金資產管理有限責任公司，轉讓該行A
股普通股股份4.96億股。轉讓完成後，匯金公司
直接持有該行A股普通股股份1.95億股，約佔A
股普通股股份總數的2.04%；直接持有該行H股
普通股1,425億股；直接持有該行A股普通股與
H 股普通股股份合計約佔總普通股數目的
57.11%。

工商銀行(1398)公佈於周二日接到該行股東匯
金公司通知，匯金公司於近日通過協議轉讓方式
向其全資子公司中央匯金資產管理有限責任公司
轉讓了約10.13億股A股。轉讓完成後，匯金公司
直接持有該行1,237億股A股，約佔該行A股股本
45.89%，約佔該行總股本的34.71%。

中行87.41億售華能20%股權
另外，中行周二公佈，以87.41億元(人民幣，

下同)出售所持華能國電(0902)20%股權。該行公
告指，經在北京產權交易所履行進場交易流程，
出售該行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中群及中昌的20%股
權，其中華能國電的15%股權，及5%股權分別
由中群及中昌持有。
是次對價87.41億元，預計出售淨收益23.62億
元，而所得款項將用作一般營運資金。目前華能
國際電力開發持有華能國電33.33%股份。

匯金轉讓3大行部分A股予子公司

常小兵辭去中電信職務

■成實外教育
主席王小英表
示，內地將放
寬一孩政策，
有利推動未來
教育事業的發
展。

陳楚倩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偉聰）早前中紀委公佈原聯通
(0762)董事長、中電信(0728)董事長常小兵涉嫌嚴重違
紀，目前正接受組織調查。昨日中電信公佈，常小兵已
辭去公司執行董事、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職務，自昨日
起生效。同時再傳出聯通與中電信合併的說法，惟聯通
董事長王曉初指，不可能與中電信合併。

王曉初否認聯通與中電信合併
中電信董事會決定，由公司執行董事、總裁兼首席運
營官楊杰代行董事長以及首席執行官職權，同日起生效
至董事會作出新的委任為止。而聯通周二召開2016年度
工作會議，王曉初會上稱，電信和聯通合併是不可能
的，純屬謠言。有媒體稱，常小兵調查後，數名聯通高
管已失聯，聯通新聞處澄清，會議上所有正副領導、各
地一把手無一人缺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偉聰）中國電力新
能源（0735）昨日宣佈，根據國資委工作安
排，李小琳昨日起辭任公司董事會主席及執行
董事，同時辭任提名委員會主席。另外，公司
公佈，與國家電力投資集團簽訂了諒解備忘
錄，國家電投的附屬公司國家核電技術將擇機
轉讓其全部核電資產及業務至公司，而公司將
增發股份或支付現金，惟有關重組方案需經相
關政府部門批准。公司於今日復牌。

王炳華即日起接任
中國電力新能源同時宣佈，任命國電投董事

長王炳華即日起擔任董事會主席及非執行董
事，同時被任命為提名委員會主席。任命國家
核電總經理王中堂即日起任公司執行董事，及
執行委員會主席。公告稱，李小琳已經確認與
董事會沒有不同意見，而且沒有其他需要提請
公司股東及港交所注意的，與其辭任董事會主

席及執董有關的事項。

獲注核電資產業務
早前就曾傳國電投或借殼中電新能源於本港上市，當

時媒體向國家電投內部人士求證時，對方默認計劃將該
資產注入中國電力新能源借殼上市。據國家電力投資集
團簽訂諒解備忘錄，國家電投附屬公司國家核電技術公
司將擇機，轉讓全部核電資產及業務至旗下，中國電力
新能源打算以每股不低於0.57港元的價格，向國家核電
增發股份或支付現金。重組方案需經相關政府部門或監
管機構同意後方可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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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琳辭任中國電
力新能源主席及執行
董事。 資料圖片

■王炳華出任中國電
力新能源主席及非執
行董事。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阿里巴巴集團公司宣佈，
首屆「阿里年貨節」正式啓動，希望為千家
萬戶帶來溫暖的農曆新年氣氛。
阿里巴巴集團執行主席馬雲也參加了在延

安舉行的啓動儀式。阿里年貨節今年的主題
是「全球年貨、團圓盛宴」，將匯聚阿里生
態系統內的商家及社會各界力量，更好地滿
足城鄉消費者在農曆新年的需求，掀起洋貨
下鄉、土貨進城的熱潮。

預熱活動1月14日展開
阿里年貨節還將拉動農村經濟，並在促進

農村產業化和資訊化發展方面發揮積極作
用。阿里巴巴集團首席執行官張勇表示，農
曆新年是中國人全年最重要的節日，也是傳
承中國傳統文化最重要的日子。阿里巴巴集

團舉辦年貨節，希望能幫助傳統文化的延續，並賦予
過年更多新的元素。同時，隨着阿里農村戰略的深
入，希望通過這場與衆不同的年貨節，幫助農村消費
者享受到來自城市與海外的豐富年貨商品。首屆阿里
年貨節的預熱活動將於2016年1月14日展開，並於17
日（臘八節）至21日期間正式舉行。

農村淘寶辦多項活動
在農村淘寶方面，綫上綫下活動將在1月6日啓動，
並延續至2月中旬。年貨節期間舉行的活動包括：免
費送2,000「遊子」返鄉，策劃「送戲下鄉」為農村村
民帶來貴州黔劇、陝西秦腔等非物質文化遺產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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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屆「阿里年貨節」23日在陝西延安啟
動。 本報西安傳真

弘業首掛挫19% 一手蝕460元

國指年挫19%最傷
大時代成泡影 港股今年來跌千七點

■■昨期指結算日昨期指結算日，，港股先港股先
升後倒跌升後倒跌117117點點，， 成交成交
454454億元億元。。 中通社中通社

今年表現最差藍籌
股份 變幅(%)
神華(1088) -47.10
中國旺旺(0151) -43.44
銀娛(0027) -43.10
中石油(0857) -40.23
康師傅(0322) -37.92
百麗(1880) -33.03
金沙(1928) -30.80
利豐(0494) -27.11
潤電(0836) -25.30
交行(3328) -25.00
註：恒生指數今年來跌7.3%

今年表現最佳藍籌
股份 變幅(%)
華潤啤酒(0291) +89.27
長和(0001) +39.50
騰訊(0700) +33.96
港鐵(0066) +20.75
中海外(0688) +17.23
港交所(0388) +16.07
恒生(0011) +14.63
平保(2318) +8.60
潤地(1109) +7.58
友邦(1299) +7.42

港股昨日期指結算，交投雖略有增加，
但全日總成交也只有454億元。恒指

早段曾被挾高逾百點後向下跌，由全日高
位的22,115點跌至21,890點後才喘定，並
以近最低位收市。

恒指年內波幅逾八千點
第一上海證券首席策略師葉尚志表示，
港股早前在低位反彈，主要因部分估值低
殘股推動，如石油、內銀及原材料股等升
幅較顯著，但由於成交未能配合升勢，故

臨近年尾，有關板塊又再陷弱勢，令恒指
尾段連跌多日。他認為，港股短期走勢將
視乎能否守穩21,626點，一旦失守便有機
會進一步轉弱。
「滬港通」去年11月開通，A股長驅直
進，今年3月底內地批准公募基金經南下買
股，「北水南調」憧憬下，港股4月復活節
長假後突然爆升，港股進入「大時代」，
期內恒指曾在盤中狂升逾1,600點，成交破
紀錄達2,915億元。恒指在4月27日衝高至
28,588點，創金融海嘯以來逾7年的新高。

不過好景不常，鑑於A股的槓桿率極高，
中央擬收緊「兩融」，觸發A股泡沫爆破，
滬指於三周內暴挫三成，中央唯有連環出招
托市，甚至高調打擊「惡意沽空」活動，A
股出現多次「千股跌停」場面。災情也延至
港股，繼「五窮六絕」後，7月8日更一度
暴挫逾2,100點，隨後導致港股罕有地連跌
5個月。及後人行突然將人幣貶值，加上憂
慮美國加息，令恒指在9月底跌至20,368點
逾兩年低位，跌浪的長度較08年金融海嘯
及03年「沙士」時更差。

華潤啤酒年升89%冠藍籌
股份方面，華潤啤酒年升89%稱霸藍

籌，「股王」騰訊(0700)至今亦只升34%，
曾高攀300元的港交所(0388)，一年來累升
逾16%，神華則挫47%排包尾。國指成份
股以比亞迪表現最好，全年升幅達44%。
中資金融股拖累大市向下，國壽(2628)及

平保(2318)分別跌2.7%及1.9%。人行研究
局首席經濟學家馬駿發表有關降準未必可
降低融資成本的言論，市場對降準預期減

退，令內銀股近乎全線下跌。
內地明年1月1日起下調電價，加上能源

局稱內地煤炭長期產能過剩，未來三年將
暫停新建煤礦，煤礦股及電力股受挫，神
華(1088)曾挫逾3%，收跌2%；潤電(0836)
亦跌3%，成為表現最差藍籌。
個股方面，上海証大(0755)早前表示有機

會獲全面收購，復牌後股價隨即借勢炒上，
昨日升勢延續升27%，為最日升幅最大個
股。中國創新投資(1217)主要股東售股，復
牌後也曾飆升21%，但收市只升7.4%。

■國指成份股
中，以比亞迪
年升44%表現
最好。圖為比
亞迪汽車生產
線。資料圖片

今年表現最差國指成份股
股份 變幅(%)
中建材(3323) -50.40
中海油服(2883) -49.78
神華(1088) -47.10
中石油(0857) -40.23
長城汽車(2333) -38.44
中信証券(6030) -37.67
華能國際(0902) -36.26
青啤(0168) -33.17
海通證券(6837) -29.82
海螺水泥(0914) -28.40
註：國企指數今年來跌19.4%

今年表現最佳國指成份股
股份 變幅(%)
比亞迪(1211) +43.82
萬科(2202) +32.37
國藥(1099) +12.20
平保(2318) +8.60
人保(1339) +5.23
財險(2328) +3.45
國航(0753) -0.32
東風(0489) -5.65
招行(3968) -6.27
中鐵(0390) -7.52

�����������
������=
�����������
������=

����������
�/�����=
����������
�/�����=

�������=
������
�������=
������

����������
;/�����=
����������
;/�����=

�����&����������&�����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今日除夕，只有半日市，從昨日恒指表現看，已

經肯定今年港股要報跌。恒指在2014年底收報23,605點，昨收報21,882點，

跌117點，今年來累跌去1,723點，跌幅7.3%，連升三年的紀錄「斷纜」，表

現在亞太區內僅屬中下游，跑輸A股及日股。國指昨日收9,659點，跌1.3%，

全年至今更大跌19.4%。埋單計，華潤啤酒(0291)年升近九成稱霸藍籌，神華

（1088）則挫47%包尾。國指成份股中，以比亞迪(1211)年升44%表現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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