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報降 iBond 6認購丁財縮
捧場客51萬首跌 認購額227億劇減37%

袁先生袁先生

分派少賺不多 從不申請

圖文：記者 歐陽偉昉、實習記者李婉芬

今年認購了3手 iBond，
通脹不會影響抽 iBond的
意慾，過往亦曾抽過2到3
次，每次能抽到1到2手。
現時未有其他的投資計
劃。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歐陽偉昉、實習記者 李婉芬） 今年的iBond 6認購在昨日結束，初步結

果顯示今年反應比去年遜色。政府發言人表示，根據從配售機構收集到的初步資料，認購人數約

51萬，比去年約60萬人下跌14.5%，亦為推出以來首次下跌；認購金額為227億港元，比去年減

少36.5%，為5年最少。業界認為，認購人數下跌和通脹率下降，以及債券利率下跌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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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陳楚倩)美盛環球
資產管理投資董事Amanda Stitt昨日於記
者會上預料，今年美國會延至12月才加
息，主要因美國大選將至，加上現時當地
經濟數據未及理想，成為了加息的阻力。
她又稱，英國脫歐的可能性不大，即使脫
歐，對亞洲的影響亦輕微。

英脫歐機會不大
Amanda Stitt 表示，根據目前民調結

果，英國脫歐的機會不大。即使英國脫
歐，短期會令市場波動，但波動主要集中
在歐洲市場。對於歐央行實施負利率政
策，她認為歐元區經濟漸趨復甦，歐央行
毋需再減息，預料負利率環境仍會持續一
段時間。

內銀財政仍穩健
談及內地的債務問題時，Amanda Stitt

表示，內地的大型銀行資產負債表仍然健
康，除非不良貸款持續高速上升，否則不
會對銀行體系構成太大風險。她又稱，內
地要發展債市，關鍵是何時讓資本自由流
通，以及債券價格是由市場價格所釐訂。
以往的企業債部分獲政府背後支持，扭曲
了價格，隨着內地深入改革，估計不少內
地債券的評級將會下調。
不過Amanda Stitt表示，她仍看好亞洲
的債市，因為相對環球其他市場，亞洲區
提供了優質的高回報債券，債息高達
5.5%，相當吸引。如以國家劃分，區內她
較偏好印度、印尼及菲律賓的債券，因政
局穩定、回報高及人口年輕，且受內地經
濟放緩的影響也較少，當中尤以印尼正推
動多元化經濟，包括擴大內需以支持經
濟。她相信，亞洲區投資者人數會不斷上
升，對亞洲債市也有實質的支持。

人幣今年將平穩
至於人民幣在去年中，曾出現大幅波

動，Amanda Stitt介紹可以用台幣、新加
坡元和韓圜等與內地經濟關連的貨幣，作
為人民幣對沖貨幣，較直接做遠期人民幣
對沖更節省成本。展望人民幣前景，她相
信今年表現會相對平穩，因為大幅波動將
引發資本外流和環球市場動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川控股
(1420)昨首掛表現不俗，該股全日收0.94
元，較上市價0.88元升6.8%；成交高達
3.86億股，涉資3.48億元。若不計手續
費，每手4,000股賺240元。川控股執行董
事Bijay Joseph昨在上市儀式後表示，現
時公司主要市場在新加坡，暫未有計劃來
港發展，但不排除日後來港發展的可能
性。赴港上市主要考慮香港為國際金融平

台，有利融資及吸引不同客戶。

中國數字視頻傳已通過聆訊
另外，消息指中國數字視頻控股已通
過聯交所創業板上市聆訊，該公司主要
向電視台及其他數字視頻內容供應商提
供解決方案、服務及產品，以及後期製
作，擬將集資所得購買設備、投資雲計
算及收購。

川控股首掛升7% 每手賺240元

美盛：美料延至12月才加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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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銀香港（2388）全球市場助理總經理
張穎思昨天在電話會議表示，該行

iBond6總認購人數比去年下跌約15%，首
次出現認購人數倒退，客戶平均認購不足5
手，而去年平均5-6手。此外，iBond 6總
認購金額約下跌超過30%。不過張穎思指
出，按照循環分配機制，認購金額多少與
獲派手數關係不大。她根據該行數字估
算，預計今年會有部分人抽到2手，但抽
到3手的機會甚微。

大新工銀永隆平均認購5手
其他銀行方面，大新銀行（2356）公
佈，透過該行認購iBond的人數與去年相
若；工銀亞洲也指今年認購人數與去年相
若；永隆銀行指，該行整體認購人數較去
年跌一成，有個別客户大額入票，預計每
人可獲分配1至2手。三家銀行均指出，客
戶平均認購5手。

中銀：回報降削弱認購意慾
據張穎思分析，認購人數下跌，主要由

於市場氣氛疲弱，投資者需要考慮產品的
潛力和回報；受制於通脹回落，今年1月
公佈的iBond派息比以往少，預計今年價
格表現及派息情況也不如去年。相比以往
投資者期望有3-4%的回報，今年回報可能
只得2%，影響認購氣氛。對於在該行認
購 iBond的人數下降，張穎思承認經券商
認購iBond的人數或有增加，但亦不排除
客戶是因為在銀行選擇了其他投資工具。

匯豐：今年客戶申請更理性
至於客戶平均認購金額下跌，張穎思指

客戶過往只獲分配1至2手，因此今年未必
會大手認購。工行亦相信，大部分客戶估
計今年可獲得的手數較少，所以整體金額
少於去年。匯豐香港區財富管理業務拓展

主管黎美儀指出，由於客戶已熟悉iBond
分配機制，今年客戶的申請顯得更為理
性。

上商：首日升穿105元可沽出
被問及首日掛牌價，張穎思指現時評論

言之過早，僅指出價格與派息掛鈎。去年
iBond 5首日掛牌價為104元，去年兩次派
息 4.95%和 3.68%，今年首季派息只有
2.37%。上海商業銀行指，估計首日iBond
掛牌或會有104.5至105元，升穿105元可
考慮沽出，持有與否視乎個別投資者持貨
能力。
認購途徑方面，張穎思稱60%客戶經網

上認購，比往年上升5個百分點，相信與
消費者習慣使用網上銀行有關。匯豐亦表
示，今年有超過65％的客戶透過互聯網申
請iBond，比例與去年相若，然而大新透
露，只有3成客戶經網上認購。

香港文滙報訊 （記者 歐陽偉昉）今
年iBond認購反應雖不及去年，但估計仍
有不少人未能獲派希望認購的數額，多間
銀行都設有退回資金的優惠。
中銀香港表示，客戶用退款開立至少十

萬港元定期存款，1年定存利率可享1%，
6個月利率亦有0.9%，如退款不足十萬可
以加入新資金或用外幣兌換的資金。除定
期存款外，iBond退款客戶經分行首次整

額認購或跨基金轉換認購任何基金，實數
費率為1%，銀行亦提供認購保險優惠。
其他銀行方面，工銀稱，iBond認購期

完結後，將會提供港元兌換人民幣40點子
優惠、基金認購費用優惠及港元及人民幣
定期存款息率優惠。創興銀行（1111）將
會提供港元、美元及人民幣定期存款息率
優惠。大新（2356）亦表示將有退款優
惠，詳情將於稍後公佈。

多間銀行推優惠搶退款客

假前氣氛審慎 港股大漲小回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港股連升4
日後，臨近端午假前大漲小回，全日回吐
30點，收報21,297點，成交568億元。 早
前強勢的重磅股回吐，騰訊(0700)及港交所
(0388)跌0.4%及1.2%。但油價造好，帶動
三大油股升 1.8%至 2.5%，當中中石油
(0857)獲富瑞看漲，目標價8元，全日升
2.3%。市場人士指出，由於端午節A股會
休市兩天，投資者傾向先行沽貨，令港股
回軟。
第一上海首席策略師葉尚志表示，恒指

已連漲逾三周，累漲了有1,600點或8%，
其9日RSI已升至78.64，短線超買壓力浮
現，料將進入21,000至21,600範圍上落，
估計短期再升空間有限。他認為20,600點
依然是目前的「好淡分水嶺」。

內地出口數據弱 航運股捱沽
內地出口貿易數據略差於預期，但國指
收報9,027點，仍升23點，企於9,000點關

上，表現跑贏大市。主要因石油股向好，
中石化(0386)升 2.5%，中石油(0857)升
2.3%。惟航運股因上述數據而轉弱，太平
洋航運(2343)大跌7%，中遠洋(1919)、中海
集運(2866)都跌約2%。
公用股跑贏大市，多隻股份再創新高，

中電(0002)見76.7元，以近高位收市，升
1.7%報76.55元。領展(0823)全年度每股派
發好過市場預期，股價亦創52周高位，最
高見衝至 50 元，收市 49.65 元，升幅
0.8%。

否認放售中環中心 長實回吐
之前有傳長實(1113)暗盤放售中環中心商

廈大部分樓面，估計市值高達300億元，
但該公司執董趙國雄指是「流言」，結
果長實回吐近2%。信置(0083)亦跟跌近
2%，新地(0016)跌1%。恒地(0012)獲高盛
調升其目標至 42.8 元，該股逆市升
0.4%。

未提深港通 港交所券商股挫
證監會主席唐家成及行政總裁歐達禮，

日前獲國務院副總理馬凱接見後，昨日又
與人行行長周小川會面，但彼此都指與
「深港通」無關，港交所(0388)在無刺激
下，要跌逾1%。連一眾券商股也回吐，海
通國際(0665)跌4%，華泰證券(6886)及銀河
(6881)均跌逾3%。
個股方面，焯陞(1341)周二突然蒸發了近

58%，令股民損手，但該股昨日聲明，指
控股股東在禁售期過後，也沒打算賣股，
結果令該股急速反彈近33%報1.05元，惟
兩日計仍然損失近半。
嘉域(0186)上周復牌後異常活躍，周二才

跌近28%，昨日又急升10%，延續其「過
山車」走勢。小南國(3666)突然打算以折讓
18%「二供一」，又斥資3.68億元買入神
州電商平台近一成股權，股民好像不太受
落，股價要跌一成。

香港文匯報訊 中芯國際(0981)公佈，擬
發行本金額4.5億美元、於2022年到期零
售可換股債券，募資淨額4.41億美元(約
34.4億港元)，將作為產能擴充的資本開支
及其他一般公司用途。
據公告，可換股債券的初始換股價為每

股0.925港元，較現價有逾四成溢價；若悉

數行使可兌換約37.8億股或經擴大後股本
8.22%的股份。
根據中芯國際與主要股東大唐電信、中

投旗下Country Hill以及國家集成電路基金
訂立協議，倘中芯國際發行任何新股或可
兌換股份的證券，三名股東擁有優先認購
權按比例認購該等獲發行的新證券。中芯

表示暫未知三名股東是否有意就本次發行
行使其優先認購權。現時大唐電信、
Country Hill以及國家集成電路基金分別持
有中芯國際18.91%、1.4%及17.54%的股
份。
中芯國際股價受壓，收報0.64元，跌

7.25%。

中芯擬發可換股債籌34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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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連升4日後昨回吐30點，成交568億元。 中新社

■張穎思認為，iBond 6認購人數下跌，
主要由於市場氣氛疲弱所致。 資料圖片

■ iBond 6
今年回報可
能 只 得
2%，影響
認購氣氛。

蔡小姐蔡小姐

iBond粉絲 今年認購3手

以往沒有認購iBond，今
年亦沒有抽iBond，因為過
去幾次獲發配的手數低，
抽到也賺不到很多，現時
亦未有考慮其他投資。至
於 機 管 局 日 後 若 發 行
aBond，會不會去認購，
需要視乎情況而定。

市民直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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