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內地恐掀金融監管風暴
政治局強調「去槓桿」銀監收緊銀行理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內地新一輪的監管風暴或將來襲。周二中共中央政治

局會議定調金融「防風險、強監管」。另外監管部門亦發聲，中證監副主席李超措辭嚴厲，強調

要回歸監管本位，從嚴治理，外界更盛傳銀行理財監管新規已箭在弦上。A股昨日受驚放量狂瀉，

一度拖累港股倒跌。滬綜指盤中最多跌近4%，尾市跌幅雖收窄至1.91%，卻再度痛失3,000點整

數關口。創業板指更是暴跌了5.45%，深成指亦插水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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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昨大跌原因

1
中證監副主席
李超強調，要
回 歸 監 管 本
位，從嚴治理

2
銀行理財業務監
管文件意見徵求
重啟，或禁分級
理財產品

3
深交所5天3發
「捉妖令」，
三封監管函直
指題材炒作

4
新股發行量、
籌資規模或將
繼續攀升

製表：記者 章蘿蘭

■■AA股昨日大跌股昨日大跌，，滬綜指收報滬綜指收報 22,,992992
點點，，跌跌11..9191%%。。股民黯然神傷股民黯然神傷。。 中新社中新社

中共中央政治局前日召開會議，部署下
半年經濟工作。其新聞稿中提到，

「着力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渠道，優化信貸
結構，支持實體經濟發展」、「去產能和
去槓桿的關鍵是深化國有企業和金融部門
的基礎性改革」。中金公司昨日解讀指，
這些意味着今年下半年金融領域的重點工
作是防風險、疏通渠道、去槓桿，把資金
盡量往實體經濟「驅趕」。一行三會近期
的監管動作頻頻，已經體現了這樣的意
圖。

「回歸本位從嚴治理」
中金又指，媒體報道的銀行理財資金監
管，如果屬實，將對股市資金產生一定的
負面影響。雖然目前還沒有統計銀行理財
資金有多大規模進入股市，但從寶能與萬
科之爭的案例透露出來的狀況來看，銀行
理財資金通過比較隱蔽的方式進入股市，
的確是在給銀行和股市帶來潛在風險。

市場擔心內地將掀起監管風暴，還從中
證監副主席李超的講話中得到印證。在中
證監日前舉辦的相關培訓會上，李超強
調，要正確處理好監管與行業的關係，過
去是以呵護為主，監管環境以鬆、寬、軟
為主，現在要回歸監管本位，從嚴治理。
李超提及，近期將全面規範資產管理業務
運作。

滬深兩市齊齊插水
此外，深交所5天3發「捉妖令」，三封
監管函直指題材炒作，「妖股」停牌自
查。近期市場上游資炒作已漸趨冷淡，加
上各路監管風暴又齊齊上陣，令資金參與
熱情跌至冰點。不過，起先滬綜指僅是平
盤震盪；臨近午盤，兩市突現插水；截至
收市，滬指報 2,992 點，跌 58 點，或
1.91%。深成指報10,405點，跌446點，或
4.11%。創業板指報2,155點，跌124點，
或5.45%。兩市共成交8,069億元人民幣，

較前一交易日放大近七成。
值得一提的是，此前遭遇11個一字跌停

的欣泰，昨日得巨量資金抄底，股價突然
漲停。
對此，深交所收市後再度強調，欣泰在

暫停上市後無法恢復上市，投資者現階段
買入產生的投資損失，將不會得到公司保
薦機構興業證券先行賠付方案的賠償。
除了監管風暴升級，亦有分析人士指出，

A股離奇大跌與新股發行有關。本月22日，
中證監發行部發放今年第11次新股批文，
共有14家已過會企業獲得首發核准，合計
募資規模約120億元人民幣。兩周前的7月
8日，亦有13家已過會企業獲得批文，合計
募資規模約91億元人民幣。據一位券商投
資人士分析，下半年如果行情繼續向好，新
股發行量將繼續攀升，每批次發行籌資規模
也會「步步高」。相關數據顯示，上半年A
股IPO發行才70家，目前過會企業104家，
但排隊企業卻高達762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偉昉）
Pokémon GO熱潮席捲全港，有公司警告
員工不可在工作時間玩樂，也有公司支持
員工成為「兼職訓練員」。富臨（1443）
首席財務官及公司秘書伍鑑津昨出席傳媒
午宴時表示，公司有意利用Pokémon GO
進行推廣，已指示公司推廣部門同事留
意，現正計劃推廣活動。
伍鑑津表示，上述遊戲剛在香港上架時已
經開始留意旗下餐廳附近有沒有補給站
（PokéStop），遊戲在香港引發熱潮後也
曾接觸營運商希望能合作推廣，不過該遊戲
在香港現時未有開放合作。他指現正在考慮
可行的推廣方法，例如在附近有PokéStop
的幾間餐廳放誘餌（Lure Module）吸引客
流等，將在旗下主打年輕人的概念店，例如
炑八韓烤、漢拏山烤肉等推出。

開Facebook賬號推廣
伍鑑津認為，飲食是做大眾生意，需要
緊貼潮流變化，所以旗下餐廳有利用社交
媒體和流行文化推廣生意。例如公司早前
抽獎送出韓國樂團的香港演唱會門票，亦
在Facebook設立專頁推廣。他表示管理層
之前並非全是Facebook用戶，不過看到炑
八Facebook的成功，故鼓勵所有管理層申
請戶口。
此外，公司計劃下年3月底前在香港開

設15間分店，除5間傳統中式酒樓，其餘
10間是特色概念店。伍鑑津指，現時流行

開設小型特色食肆，這些食肆和商場洽談
租務也比較容易。

未來主力發展小型店
從營運上看，火鍋和韓燒所需要的廚房

面積較小，廚師亦不用太多，食品味道交
由顧客控制，毛利較其他餐廳為高。現時
概念店的收入貢獻超越主打中高級主場的
「陶源」品牌，佔總收入10%左右，未來
主力發展小型店。
香港經濟近期增長緩慢，伍鑑津指自農
曆新年後，經營環境比想像中困難，3月
至4月的整體收入下跌，不過在5月至6月
回升。他對未來審慎樂觀，指下半年才是
收入的主要來源，且概念店收入增長迅
速，會持續推出不同特色菜式和優惠應
對。

■伍鑑津指，飲食是做大眾生意，需要緊
貼潮流變化。 歐陽偉昉 攝

富臨放「誘餌」吸「精靈獵人」

零售業藉Pokémon GO翻身
Pokémon GO 已不再

是 一 個 單 純 的 手 機 遊
戲，其革命性甚至影響
經濟模式。世邦魏理仕

香港顧問及交易服務─商舖執行董事
連志豪昨日就Pokémon GO現象發表觀
點，相信該遊戲在短期內會對表現疲弱
的本港零售市場帶來正面影響。若商戶
能把握此熱潮推出相關推廣優惠或折
扣，將有潛力刺激本地消費。

連志豪表示，香港的消費者較易受到
社會潮流影響，因此在PokéStops及道
館（Gyms）流連的時間會有所增加。該
應用程式亦鼓勵青少年甚至成年人外出
「狩獵」，有機會促進餐飲消費增加。

相較其他地區市場，由於香港的零售市
場非常集中及競爭較激烈，商場業主面對

Pokémon GO的風潮反應非常迅速。一
些商埸已趁勢推出與Pokémon GO有關
的推廣活動，以增加客流及剌激消費，為
市場在2016年歐洲國家盃及下星期揭幕
的奧運會之間創造了另一商機。

推廣活動五花八門
記者昨日特別到港九部分商場遊走一

圈 ， 發 現 多 個 商 場 已 推 出 相 關 的
Pokémon GO活動，內容五花八門，有
商場直接放誘餌（Lure Module）吸引
客流。經過佐敦裕華國貨時，商場亦正
進行Pokémon GO宣傳活動，但形式有
些不同，只要「訓練員」挑戰道館，並
將結果上載到商場 FB 專頁或 Insta-
gram，無論輸贏均有10元購物券，藉遊
戲推廣商場，爭取最大宣傳效果。

連志豪說，零售商對熱潮的靈活反
應，反映出他們在對抗零售環境不景氣
方面的應對能力極高。事實上，擴增實
境（Augmented Reality或AR）及虛擬
實境（Virtual Reality或VR）技術已經
成為全球商業及零售業的主要趨勢。該
行預料繼Pokémon GO的成功之後，將
有更多創新的用家體驗推出市場，繼而
改變既有的消費模式，並為零售商帶來
更多機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顏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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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由藝人張
晉、蔡少芬夫婦代言的本港健康產品零售
商澳至尊（2031）今日起開始招股，公司
擬發行1.875億股，香港公開發售佔當中
10%，每股招股價介乎0.8元至1.2元，每
手4,000股，入場費約4,848元。預計8月9

日上市；豐盛融資為獨家保薦
人。
市場形容澳至尊今次招股是

「捲土重來」，主席蔡志輝表
示，其實公司早在去年12月初
已遞交上市申請，估計港交所
（0388）處理需時，故延至今
日正式招股。延期原因並非公
司問題，去年12月遞交申請的
其他公司亦同時延期。

「不會自願延長禁售期」
問到會否自願延長禁售期，

蔡志輝指，未有收到監管機構
的要求，但其實證明企業實力
有許多方法，不會自願延長禁

售期；公司營運多年，若要「啤殼」也不
用等到今日。
對於來自內地的收益大幅下降，他指該

數字只反映公司的調整期，公司在去年逐
步關閉內地專櫃，將資源轉為開拓網上銷
售平台，未來沒有計劃在內地開設實體

店。
以招股價中位數1元計，集資淨額料為

1.454億元，當中35%用作進一步發展及鞏
固品牌，25%用於拓展及發展銷售網絡，
17%用於擴大客戶群，13%用於豐富產品
組合，10%用作一般營運資金。

飲食概念配售上創業板
另一方面，飲食概念（8056）昨公佈以

配售形式上市，配售價介乎0.4元至 0.6
元，以每手5,000股計，入場費約3,030.23
元。公司將於8月5日上市，華富嘉洛為獨
家保薦人。
飲食概念是次共發行2億股，其中5,901

萬為舊股，以集資中位數計，預期集資淨
額為3,280萬元，其中89%用於擴充餐廳網
絡、6.1%用於提升在香港的品牌知名度、
1.5%用於提升餐廳的整體盈利能力、3.4%
用於一般營運資金及一般公司用途。
此外，本港最大的潛孔鑿岩工具製造及供

應商煜榮集團，昨日向港交所遞交上市申
請，擬於主板上市，保薦人為八方金融。

■蔡志輝（右二）指，IPO延期並非公司問題。
陳楚倩 攝

澳至尊「捲土重來」今招股

香港文匯報訊 港股勢「七翻身」！雖還
有兩個交易日結束7月市，但本月大市至
昨日已升約1,425點，整個7月保持升市幾
無懸念，為下半年大市開好局。瑞銀昨日
亦預期，今年下半年香港H股的潛在升幅
為5%至10%，主要受助於內地資金持續流
入；該行並繼續看好中小股，因盈利高速
成長和估值較A股便宜。
瑞銀H股策略分析師陸文杰昨在電話會
議表示，對港股下半年稍為樂觀，更新後
的國企指數目標為9,800點，MSCI中國指

數目標61點，較現水平約有5%至10%的
上升空間。他指出，今年以來內地資金持
續流入港股，尤其是6月下旬至7月上旬的
一輪港股熱，可以看到內地大型投資機構
包括保險公司、公募基金也開始對港股有
興趣。一般來說他們的投資是可持續的，
且集中在高分紅股票或者估值比較低、價
值比較明顯的股票，所以資金量會更穩
定。
他指，大機構的加入，一方面是由於人

民幣持續貶值，追求更高收益需往國外投

資。另一方面，內地貨幣比較寬鬆但信用
風險在上升，投入房地產企業債的收益率
可能不到4%，相對港股的收益率更高，這
將是港股市場下半年的一大支撐。

港股收益率高支撐大市
他認為，海外收購將是未來兩三年內地

企業投資的一個重要趨勢，比起投資者追
求原材料的短期交易機會更值得注意，因
為內地有望於3年至5年內出現真正的國際
企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美婷）對於A股
昨日暴跌，不少分析認為是內地加大監管
力度所致。上投摩根資產管理總監張淑婉
昨於記者會表示，市傳中央去資產泡沫，
加上內地銀行趁機收緊理財產品，令A股
昨天錄得跌幅；不過新規定只是針對理財
產品，相信對A股只有短期影響，長遠對
金融市場有幫助，料A股市場在第三季會
有反彈。
張淑婉指，深交所近日發表文章指針對

「虛擬實境」、「石墨烯」、「人工智
慧」等題材的上市公司保持高度敏感，及
對存在的風險進行充分揭示，壓制市場炒
作。這些措施只會對有「炒風」的公司有
影響，原因是監管層擔心市場出現泡沫。
她稱，第三季整體股市不確定性因素較
少，有不少獲利機會，早前中證監加強對
A股 IPO的審核，其實長遠對投資者有
利，短期令股市減少「抽水」，對股市帶
來正面影響，故對A股第三季的表現持正
面看法。

「IPO供應壓力漸降」
上投摩根香港資深基金經理司徒芳華亦

指，今年內地經濟增長能達中央目標6.5%
至7%，相信即使第三季經濟表現轉差，中
央亦會推出穩增長措施，料A股將在第三
季反彈。對於去年7月至今年12月的定向
增發解禁市值達到1.74萬億元人民幣，她
認為這將是未來潛在的股票供應，不過由
於現在註冊制和新興產業板的改革沒有加
快，料未來IPO的供應壓力會大幅下降。
談及深港通時，張淑婉料其將在今年第

四季開通，由於港股小型股份估值較低，
故開通後港股將會較A股更有利，因可吸
引更多南下資金。不過，美聯儲若於今年
加息，將會在第四季實行，且要視乎英國
「脫歐」後的經濟變化，以及潛在恐襲等
多個不確定因素而定。整體而言，第四季
全球經濟存在較多不明朗因素，故建議投
資者要抱小心謹慎態度。
根據上投摩根資產管理的統計，今年第

二季A股表現較差，當中只有食品飲料、
家電、銀行和有色金屬等行業錄得正數收
益率。司徒芳華表示，創業板和中小板的
估值雖在平均值以上，不過主板的估計卻
逐漸接近下限，相信M2估值已處於10年
以來的低位，將會有大量資金等待入市，
料市場將會有積極的變化。目前工業企業
利潤轉為正數，若A股業績增速和經濟有
相同的波動，預料今年整體A股公司的業
績增速約0至5%。

■張淑婉（中）料A股市場在第三季會有反
彈。左為司徒芳華。 張美婷 攝

瑞銀：北水湧入 下半年H股看升一成

上投摩根：A股第三季料反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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