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兩內銀撞期招股大「晒馬」
一齊上市是緣分 天津浙商共籌231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敏儀）寂靜多時的新股市場，

由天津銀行(1578)及浙商銀行(2016)打破悶局。兩間內地

城市商業銀行今、明兩天分別開始公開招股，總集資額有

望達到231億元，消息指兩隻新股會同日掛牌。兩隻同類

性質新股撞期，昨天已開始「晒馬」，分別披露基礎投資

者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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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創徽國
際(8335)昨公佈以配售形式於創業板上
市，配售價介乎1元至 1.08元，每手
4,000股，入場費為4,363.53元。是次共
發行6,000萬股，集資淨額約2,730.5萬
至3,105.5萬元，華富嘉洛為保薦人，股
份將於3月24日上市。
招股書顯示，集資所得的70.7%將用
於加強集團研發能力、11.4%用於擴大
集團銷售及市場營銷團隊、9.3%用於改
善集團工作環境以提升集團效率，及
8.6%用於一般營運資金。

國微技術周三起招股
此外，有市場消息指，國微技術將在
本周三(16日)開始招股。國微技術是全球
付費電視廣播接收及於中國的移動銷售
終端（或mPOS）支付系統安全裝置的
供應商，該公司的主要產品類別為視密
卡及mPOS機。根據Frost & Sullivan的
資料，按2014年及2015年上半年銷量
計，國微技術市場份額均在全球視密卡
市場中排名首位；同時該公司也是中國
第二大mPOS機供應商。

創徽配售最多籌3105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大鱷賭人民
幣貶值失敗。據彭博統計顯示，自去年8月
起，市場累積最少達5.62億美元（約44億港
元）賭人民幣會跌穿一美元兌6.6人民幣的看
淡期權到期，變得一文不值；另外，尚有8.07
億美元（約63億港元）將於三個月內到期，
而人民幣近期的穩定表現，殺一眾淡友措手不
及。
港股昨日未受穆迪調降香港評級展望所影響，

恒指高開172點後，最多升過313點，全日收報
20,435點，升235點，成交額回升至729億元。
本周市場焦點，將集中在聯儲局一連兩日的議息
會議，預計本港時間周四會有結果。市場早前預
期聯儲局今次加息的機會不大，但近日數據顯
示，有關預期或可能落空，加息的機率升至近
半。市場人士認為，若一旦美國加息，港股起碼
要回吐過千點。

一旦加息港股恐跌千點
在一個月之前，市場人士還相信聯儲局今年

不會再加息，但近日除了油價及基礎金屬回

升，提振了消費物價指數外，也有跡象顯示美
國基礎通脹也呈上升趨勢。訊匯證券行政總裁
沈振盈預測，聯儲局在上半年前，可能會加息
一次，如果本周不加息，6月也很大機會加
息，而美國一旦加息，可能引發市場劇烈波
動，港股起碼要跌800至1,000點或跌約5%。
早前幾乎沒人預計聯儲局會在本周加息，但

從上周五的利率期貨走勢來看，美國6月前加
息一次的幾率，已攀升至43%，而12月份之
前加息一次的幾率目前為75%。2月初時市場
預計今年加息的機會是零，現時形勢較2月初
大幅逆轉。
這種轉變源於美國近期公佈的一系列強勁的

經濟數據，包括通脹數據回升，失業率維持低
企。另外，對聯儲局政策預期變化非常敏感的
2年期美國國債收益率、及10年期美國國債收
益率，過去一個月均上升了逾0.3個百分點。
沈振盈指，即使今周美國不加息，惟聯儲局

若暗示今年計劃加息，同樣會令市場大幅震
盪。另方面，日央行與英倫銀行本周亦會議
息，也是市場的焦點。

大鱷賭人幣期權最少輸44億

■恒指收報20,435點，升235.74點，
升幅為1.17％。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本周將展
開重磅藍籌業績潮，騰訊(0700)本周四派成
績表，券商料其第四季多賺近23%，股價率
先炒起3.5%，見3個月高位。資金管制傳聞
打擊保險股表現。傳友邦(1299)及保誠(2378)
暫停內地客戶使用銀聯網上支付平台在港繳
交保費，友邦遭花旗降評級至「中性」，一
度跌2.4%，尾市跌幅收窄至0.8%。保誠
(2378)則由跌轉升，收升0.5%，宏利(0945)

亦升1.7%。
長建(1038)昨時隔8年後重返藍籌，收升
0.398%，報75.65元。

地產股靚 長實升近5%
內房有大型併購，令大市焦點昨日放在地

產股身上，地產指數升2.4%，長期穩定的
港鐵(0066)也升3.4%，長實(1113)更大漲近
5%。

內房股更突出，萬科(2202)引入深圳地鐵
為股東暫保控股權，股價急彈近一成；中信
(0267)向中海外(0688)出售內地房地產業務，
料錄收益110億元，中海外升1.7%。龍光
(3380)升 8.7%，富力(2777)升 6.7%，遠地
(3377)及上海証大(0755)亦升5%。
不過，訊匯證券行政總裁沈振盈表示，地

產股近來累積升幅大，一旦美國暗示加息需
要正在增加，或令有關板塊大舉回調。

騰訊偷步炒業績 勁彈3.5%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婉玲）港股昨
升逾200點，瑞銀證券昨在香港及上海
分別展望中資股市場，同樣看好中資股
短期表現，但認為A股表現會強於H
股。該行H股策略分析師陸文傑昨在港
表示，估計H股短期內會持續反彈，惟
未見有大牛市的趨勢，建議市場可以參
與，但應在適當時候控制倉位。

減息財政政策效果微
陸文傑昨在香港的記者會上指，企業盈
利和經濟基本面未見有改善，雖然最近原
材料板塊上漲，但相關股份仍存在泡沫，
建議投資者短期內可留意人壽保險、鐵路
及房地產板塊，並看好中小盤和非國企H
股。
對於兩會，陸文傑形容是「年年失望，
年年望」。他認為降息和財政政策的效果
有限，反而針對部分行業的支持則可刺激
相關股份，例如新能源汽車補貼、農民工
買樓補貼及風電、光電補貼等。
「深港通」確認今年內開通，陸文傑指
由於內地投資者有分散投資的概念，認為
開通深港通後可吸引更多人南下投資，料
開通後會對港股造成波動。

內地可消化下崗工人
他預料，內地產能過剩，未來2年至3年
相關的行業失業人數將會達500萬至700萬
人，較90年代的2,500萬至3,000萬人少，
不過內地注重電子商貿及服務行業，相信
可為下崗人士提供就業機會，認為勞動市
場可自然調整。
另外，瑞銀證券中國首席策略分析師高
挺昨在上海表示，隨着投資者諸多憂慮得
到緩解，A股有望出現溫和的反彈，預計

未來一個季度滬綜指及滬深300等指數的
上升空間約有一成。就A股市場全年目
標，他指目前仍堅持今年底滬深300指數
達3,700點的判斷，即較目前有約兩成的
上升空間。

煤炭鋼鐵水泥或回吐
高挺在電話媒體會上表示，他看好大中

盤的成長股、房地產及相關產業股票，而
小盤股因估值較高存在一定風險。他認為
在一些擔憂得到緩解後，大市年初的反應
過度預期會得到修正，未來一個季度上行
是大概率事件。他表示，例如匯率、風險
偏好、硬着陸風險等方面的憂慮，近期都
有了一定程度的好轉。

瑞銀看好中資股短線表現

天津銀行於昨日公佈招股計劃，
計劃發行9.955億股H股，當中

包括9,050萬股舊股。其中，約9.21
億股國際發售；約7,466萬股在香港
公開發售，招股價介乎7.37元至9.58
元，擬最多集資約95.32億元，每手
500股，入場費約4,838.27元，擬由
今日起至本月18日公開招股，本月
30日掛牌上市。

天津銀行入場費4838元
以招股價中位數8.48元計算，上市
集資所得淨額為約74.15億元，用於
強化資本基礎，以支持該行業務持續
增長。中銀國際、農銀國際及建銀國
際為聯席保薦人。
對於與浙商銀行招股撞期，天津銀
行執行董事兼董事長袁福華表示，
「能湊到一齊來上市是緣分，代表香
港市場有一定吸引力。」不過兩間銀
行性質稍有不同，浙商銀行為全國性
股份制商業銀行。
天津銀行引入合共7名基礎投資
者，合共認購43.48億元股份，以招
股價中位數計算，約佔發售股份的
51.51%。其中，中船租賃認購2.7億
美元；華達公司認購1億美元；天物

投資及天房津城分別認購5,000萬美
元；瑞蚨祥投資、泰達香港及匯鼎控
股，分別認購3,000萬美元。

不良貸款可控稱勝同行
近日市傳央行擬允許商業銀行以債

轉股方式處理不良資產，袁福華回應
稱，未收到正式文件或指示，又指這
是一種處置不良資產的手段之一，惟
最好不用或盡量少用。他強調，天津
銀行目前不良貸款可控，更勝於同
行，有信心控制貸款質素。但對不良
貸款率今年會否上升，他僅回應指
「不好說」。翻查財務數據顯示，該
行2014年不良貸款率為1.09%，2015
年首9個月升至1.49%。
近年赴港上市的城商行普遍基礎

投資者佔比較大，並以內地公司為
主，天津銀行情況亦類同，被問及
這是否反映城商行較不受國際市場
歡迎時，袁福華表示希望上市結果
是散戶參與愈多愈好，但歡迎基礎
投資者追捧。
對於在股市波動時期上市，袁福華

指股市雖令人不滿意，但該行於去年
6、7月已擬好時間來港上市，強調股
市有波動屬正常，對前景有信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兩間內銀
撞期招股，各自大秀自己的基礎投資者名
單，將於明天開始招股的浙商銀行(2016)最
多籌136億元，5名閃亮的基投包括阿里系
的螞蟻金服、兗州煤業(1171)及申萬宏源
等，似乎先贏一個馬鼻。

最多籌136億4161元入場
浙商銀行昨展開路演。據初步招股文件，

該行擬發行33億股H股，當中9.1%為舊
股，每股招股價介乎3.92至4.12元，集資約
129.4億至136億元，集資所得用於補充資

本金，以滿足該行發展需求及支持各項業務
持續快速發展。每手1,000股，入場費約
4,161.52元。該行擬於本月16至21日公開
招股，計劃30日上市。聯席保薦人為中信
証券國際、中金香港、高盛及農銀國際。
基礎投資者方面，若以下限每股3.92元定
價，5名基投合共認購9.63億美元(約74.7億
港元)股份，佔總集資額約57%（以129.4億
集資額計算）。當中，浙江省海港投資運營
集團認購10億股、紹興Lingyan股權投資基
金合夥企業認購2.5億股、阿里系螞蟻金服
旗下支付寶(香港)投資認購3,000萬美元、兗

州煤業認購4億股、申萬宏源認購1億美
元。基投均設有6個月禁售期。

去年9月不良貸款率1.22%
上市文件顯示，去年首三季，浙商銀行實
現營業收入175.41億元（人民幣，下同），
淨利潤56.37億元；截至去年9月30日，該
行資產總額為1萬億元，資產凈額為476.15
億元。該行去年首9月凈息差（淨利息收益
率）2.41%，平均權益回報率18.66%；9月
末的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9.46%，不良貸款
率1.22%。

浙商行引入阿里贏馬鼻

天津銀行及浙商銀行招股資料

集資額

招股價

入場費

每手股數

招股日期

掛牌日期

聯席保薦人

註：*招股價中位數8.48元計算 製表：曾敏儀

天津銀行

最高95.37億元

7.37元
至9.58元

約4,838元*

500股

即日起
至本月18日

本月30日

中銀國際
農銀國際
建銀國際

浙商銀行

最高136億元

3.92元
至4.12元

約4,161元

1,000股

3月16日
至21日

本月30日

中信証券國際
中金香港、高盛
農銀國際

天津銀行基礎投資者
機構

中船租賃

華達公司

天物投資

天房津城

瑞蚨祥投資

泰達香港

匯鼎控股

認購金額

2.7億美元

1億美元

5,000萬美元

5,000萬美元

3,000萬美元

3,000萬美元

3,000萬美元

浙商銀行基礎投資者
機構

浙江省海港投資

兗州媒業

紹興Lingyan
資本投資

申萬宏源集團

螞蟻金服旗下
支付寶(香港)投資

認購金額

5.05億美元

2.02億美元

1.26億美元

1億美元

3,000萬美元

■對於與浙商行招股撞期，天津銀行執行董事兼董事長袁福華表示，能湊到一齊來上市是
緣份，代表香港市場有一定吸引力。 張偉民 攝

■瑞銀證券H股策略分析師陸文傑。
吳婉玲 攝

■浙商銀行在港舉行投資者推介會。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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