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港交所（0388）去

年盈利創歷史新高，同比增長54%至79.56億元，令

股價昨日升3.5%。在集團去年逾百億元的收入中，滬

港通貢獻了當中2億元。去年滬股通及港股通平均日

成交額分別為64億人民幣及34億港元。港交所指

出，儘管去年市況波動，滬港通於2014年第四季推

出後，運作一直暢順。不過，由於市況自去年中轉

差，去年第四季盈利按季下跌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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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交所績優增派息49%
全年多賺五成 盈利歷史新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受環球股市造好、
內地即將召開「兩會」和A股昨日大升等利好，港股
昨日收復2萬點關口，最多曾升650點，見20,058點
的全日高位，收報20,003點，升596點或3.07%，為
個半月來首次突破兩萬點。成交926.9億元。分析員
普遍看好未來幾日港股走勢，認為恒指有望受惠於
「兩會」行情。

恒指收復二萬關
恒指昨日早市高開380點後，維持穩定向上的局
面，半日升幅已逾500點。午後由於市場憧憬內地
「兩會」將會推出更多政策扶助經濟，A股升勢迅
猛，港股也隨之愈升愈有，下午兩點半高見20,058點
的高位。雖然之後有所下滑，但收市仍守住兩萬點關
口，是半個月來最佳表現。國指亦升305點，收報
8,374點；即月期指升566點報19,890點。

藍籌股全線飆升
藍籌股昨日全線飆升，華潤啤酒（0291）收報15.1
元大漲18.15%，是升勢最勁的藍籌。澳門博彩收入跌
幅大大收窄，濠賭股表現搶眼，金沙中國（1928）收
報29.25元漲7.14%，銀河娛樂（0027）收報27.2元升
5.02%。
內銀股也是大贏家，交行（3328）收報4.72元升
4.66% ， 中 行 （3988） 、 工 行 （1398） 和 建 行

（0939）的升幅均超過3%。油價企穩，「三桶油」
亦分別錄得2%至4%的升幅。
第一上海證券首席策略師葉尚志昨日接受本報訪問

時表示，早前舉行的G20財長會議，避免了貨幣戰爭
進一步擴大，加上人行降準，以及歐洲和日本央行將
會陸續召開會議，投資者憧憬各國央行再次聯手放
水，故資金的入市意願趨向積極。雖然穆迪昨日調降
中國評級，是個負面消息，但內地即將召開「兩
會」，市場期待中央政府會推出更多政策扶助經濟，
因此目前的氣氛偏向正面，預計未來幾日港股有望保
持平穩。

■恒指昨收報20,003點，升596點。 張偉民 攝 ■滬綜指昨收報2,849點，升4.26%。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全國政協
十二屆四次會議今日下午開幕，A股乘勢炒上。昨日
三大股指全天高歌猛進，至收市滬綜指暴漲4.26%，
站穩2,800點大關。深成指與創業板指亦均飆升逾
4%，後者收復了2,000點大關。市場人氣明顯回暖，
量能較上一交易日放大約1,500億元（人民幣，下
同）。受益於火爆樓市的房地產、水泥建材、裝修裝
飾股更掀集體狂歡，分類漲幅皆超過7%。

房產股建材股強勢
「兩會」即將開幕，市場對供給側改革的期待升

溫，有色、鋼鐵股亦迎來一番爆炒。兩市近200股漲
停，不足10股下跌。內地一線城市樓市火爆，業界擔
憂或令股市面臨「抽資」，但對地產股而言，無疑是
重大利好。昨日地產股漲幅近8%。同樣受益於樓市的
水泥建材股亦瘋漲了逾7%，祁連山、福建水泥等12
股漲停。此外，另一個漲超7%的分類還包括與樓市沾
邊的裝修裝飾股。
值得一提的是，至昨日為止，滬股通已經連續十天
淨買入，累計流入金額達94.35億元。有分析指，儘
管近期A股市場起伏不定，但以操作穩健著稱的滬股
通資金仍在有條不紊地佈局A股市場，為波動中的A
股注入了一針強心劑。
巨豐投顧認為，目前市場處於「兩會」窗口期，經
過前期大幅殺跌後，已打出維穩空間，預計大盤短線
將在2,650點至2,850點區間波動為主，並建議投資者
調倉換股至受益「兩會」政策的股類（供給側改革、
國資改革）上來。

料4500億新險資入市
保險資金的動向一直備受關注。截至3月1日已披露
的年報，險資現身30隻個股前十大流通股東名單，合
計持股2.81億股，持股市值達66.57億元。有業內人
士預計，2016年可配置的保險資金規模將達到4.5萬
億元，按照當前10%至15%的配置水平，理論上將有
4,500億元至6,000億元的增量資金進入股市。

外圍造好 港股「復活」 「兩會」前夕 A股炒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昨日孖
展截止的興科蓉醫藥（6833），獲4間券
商合共為其借出近6,100萬元孖展額，相
當於公開發售已超額認購。
另外，經營Dr Reborn的香港醫思醫

療（2138）昨日第二日招股，累計借出
450萬元孖展額，相當於公開發售未足
額。
市場消息指，該股的國際配售部分已經

足額，當中不乏大型基金入飛。

興科蓉醫藥孖展錄超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婉玲）

IBM 沽 清 其持有的聯想集團
（0992）股份，根據銷售文件顯
示，配股價為6.26元至6.42元，涉
及1.82億股，相當於總發行股份
1.6%。
配股價較昨日收市價6.69元折

讓 4%至 6%，套現 11.4 億元至
11.7 億 元 。 聯 想 昨 日 收 市 升
1.83%。

IBM沽清聯想股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基於高

利潤的蘇州發展物業項目部分期數落成，
將集團核心盈利提高 40%，海港企業
（0051）昨公佈，截至去年12月底止年度
核心盈利增加40%至11.94億元，期內股
東 應 佔 溢 利 12.31 億 元 ， 按 年 增 長
13.77%，每股盈利1.74元，派第二次中期
息每股56仙，按年升16.6%。另外由於旅
客減少，酒店收入減少12%，營業盈利減
少13%。

業績報告指出，發展物業經歷2014年顯
著下跌後已回復至2013年水平。惟因市場
大為受壓，其他分部的貢獻全皆回落，整
體下降15%。截至2015年12月31日，集
團的現金淨額為16.47億元。

去年賺12億增14%
香港的投資物業部收入下跌5%，營業盈

利則下跌7%。星光行翻新後重開，佔地
4.6萬方呎的誠品生活隨之開幕。此投資物

業組合按年結日的市值進行獨立價值重
估，升值1%，錄得重估盈餘淨額3,700萬
元。
酒店方面，訪港旅客人數顯著減少，影

響馬哥孛羅香港酒店的表現。在酒店房間
需求疲弱下，平均入住率下降至82%，平
均房租亦下跌9%。收入減少12%，營業盈
利減少13%。集團正按計劃將美利大廈改
建成一間都會時尚酒店。酒店將俯瞰中環
心臟地帶，計劃於2017年下旬啟業。

海港：酒店收入減12%

港交所正籌備推出一
系列與中國貨幣及利率
相關的衍生產品，為投
資者提供合適的風險對
沖工具。同時，亦會積
極尋求通過「債券
通」，以現貨債券交易
作為跨境聯通的突破
口。

港交所戰略規劃三大主題

改善新股上市制度、
拓展及延伸滬港通、推
出深港通及「新股
通」，並在香港推出吸
引中外投資者的新衍生
產品。

內地和國際大宗商品市場的
真正跨境連接，需要現貨及金
融市場參與者的緊密連繫。因
此，港交所正在研究一系列的
計劃，一方面讓LME進一步
「金融化」，另一方面協助內
地商品市場「實體化」，構建
內地現貨市場平台，提供現貨
基準價格。

製表：記者 陳楚倩

股票 大宗
商品

定息及
貨幣產品

■■李小加指李小加指，，去年第四季股市環境轉差去年第四季股市環境轉差，，今年或會今年或會
更惡化更惡化，，但對港交所而言但對港交所而言，，困難與機會並存困難與機會並存。。 彭博彭博

該所盈利創新高，令該公司慷慨派
息，末期息每股派2.87元，使全

年派息增加49%，股東更有5%折讓可
以購股代息。港交所去年收入及其他
收益大幅飆升36%至134億元，營運
支出較2014年增11%，主要反映為支
援戰略計劃而增聘人手的費用，以及
LME Clear推出後的營運成本上升，
但訴訟費用減少使整體增幅緩和。

「今年困難機會並存」
港交所去年的股票日均成交額按年
增52%至1,056億元，是歷史新高。不
過去年第四季現貨市場日均成交額只
有719億元，按季減少29.2%，反映大
市進入熊市後的市況。港交所行政總
裁李小加表示，去年第四季股市環境
轉差，今年或會更惡化；但對港交所
而言，困難與機會並存。
他舉例指，商品市場環境轉差後，
雖然令倫敦金屬交易所（LME）成交

量下跌，但亦有助港交所在內地發展
商品交易平台。港交所去年商品業務
的EBITDA按年大增68%至 11.89億
元，但LME金屬合約平均日成交量按
年下跌4%至約67萬手，而未平倉期貨
合約則上升2%。港交所表示，將利用
LME在全球現貨商品的優勢，擴展其
全球基準至亞洲（尤其是內地），並
協助內地建立現貨商品基準。該所又
表示，倫港通計劃將拓寬LME市場的
潛在投資者基礎，支持香港發展成為
商品交易中心。

「續改善交易報價機制」
去年香港的IPO集資額在全球排名

第一，但李小加稱，自己不在意排
名，按照計劃今年內仍有幾個大型
IPO項目。他提到，港交所將繼續改
善交易及報價機制，但不會過分執着
於成交量的問題。
該所衍生產品成交量亦創新紀錄，

全年成交合約共約1.9億張，按年增加
33%，主要由股票期權和指數期貨，
以及期權所帶動。不過單計去年第四
季，期權及期貨合約的日均成交量，

分別回落32.7%及4.6%。各項收入方
面，交易費及交易系統使用費按年升
41%至22.52億元，聯交所上市費升
8%至7.03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港交所
（0388）去年多賺54%符市場預期，市場普遍認
為該所大力發展「互聯互通」的大方向，路線正
確。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昨表示，憑借滬港通
帶來的突破，該所將繼續致力強化本身角色，為
內地投資者與國際投資者，提供最具競爭力和最
便捷的跨境平台，將市場「互聯互通」戰略擴展
至更多資產類別，包括大宗商品、定息及貨幣產
品等。

改革前將作廣泛諮詢
事實上，港交所已開始實施其三年的戰略規

劃，一些設想已更成熟，可以很快付諸實施；而
一些設想尚處初步的醞釀階段，需向市場集思廣
益。例如早前證監會主席唐家成公開表明，在創
業板檢討完成前，不應成立「第三板」。李小加
昨日亦表示，有關創業板改革或是否成立第三板
的問題，由「證監會說了算」。他昨日在網誌上
指出，直接改革創業板，修訂上市規則放寬上市
門檻，並嚴格執行監管及退市機制雖然有效，但
將會涉及大批既得利益者。因此需要在改革前，
作廣泛的公眾諮詢。有關諮詢約章將由證監會主
導，港交所會積極配合。
至於近期同樣熱議的新股通，李小加指出，內
地投資者認購香港新股，以及境外投資者認購內地
新股，毋須同時「開跑」。他認為，新股通可以滬
港通模式進行，透明、安全、可靠，資金流向也受

控。不過，他強調，新股通只是該所提出的一個初步設想，
具體怎樣操作，還待兩地監管機構深入溝通和探討。問及新
的戰略規劃實施時間表，李小加回應說，深港通隨時開通，
現只視乎內地監管當局批准，其餘規劃內的項目主要出於長
遠考慮，因此未來兩個月不會有太大進展。

拒絕回應收購倫交所
港交所購入倫敦金屬交易所（LME）後，商品業務即快
速擴張。上周倫敦證券交易所（LSE）與德國證交所宣
佈，正就合併進行協商。有傳港交所或其他交易所，亦有
可能向倫交所提出收購。
李小加拒絕回應收購傳聞，只表示港交所目前的資產組

合，將有穩健的自然增長，並將繼續投資新的戰略規劃項
目，但不會積極尋求類似LME的收購，惟由於有關計劃對
全球證券交易行業非常重要，港交所也會密切關注。他指
出，港交所將繼續增聘小量人手發展商品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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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港交所去年盈利創歷史新高，同比增長54%至79.56億元。 張偉民 攝

港交所2015業績撮要
各項業務

股東應佔溢利

每股盈利

末期股息

全年派息

收入及其他收益

EBITDA

製表：記者 陳楚倩

收入（元）

79.56億

6.7

2.87

5.95

133.75億

100.85億

按年變幅（%）

↑54%

↑51%

↑33%

↑49%

↑35.8%

↑46.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