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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回流 港股5連升逼23000

5新股登場 億仕登暗盤升33%
超購1891倍歷來第五高 每手中籤率4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新股浪接浪，繼

昨日3隻新股登陸港交所

之後，今日更有5隻新股

登場。受市場追捧的億仕

登(1656)及縱橫遊(8069)，

昨晚暗盤率先跑出。今年

新股「超購王」即歷來超

購倍數第五高的億仕登獲

得1,891倍超額認購，一

手最多賺820元。至於縱

橫 遊 (8069) 暗 盤 每 手 賺

700元。

創業板熱鬧，昨日掛牌的太平洋酒吧
(8432)收4.05元，高配售價13倍，市值

達到34.83億，集團擁有33間酒吧，相當於
每間市值逾億元。HM Intl(8416)全日收3.7
元高配售價5.2倍。煜榮(1536)收1.05元低上
市價 8.7%；半新股卓珈（8358）再升
16.46%，兩日累升4.75倍。
綜合工程解決方案供應商億仕登控股昨公
佈，發售價釐定為每股1.25元，公司淨籌
3,990萬元，每手2,000股。該股一手難求，
香港公開發售獲1,891倍超額認購，每手中
籤比率為39.81%，申請500手才穩獲1手。
配售部分則獲輕微超額認購。
據輝立交易場資料顯示，億仕登昨晚暗盤
初段報1.65元，收市1.66元，比招股價1.25
元，升逾32.8%。不計手續費，每手2,000
股賺820元。沙發生產商慕容控股(1575)在輝
立交易場，其暗盤開市價1.15元，並以1.25
元收市，較招股價1.05元，升近20%。不計
手續費，每手2,000股賺400元。

縱橫遊超購861倍 暗盤升18%
同樣受熱捧的縱橫遊暗盤收報0.94元，較

招股價0.8元升17.5%，每手5,000股賺700
元。縱橫遊錄14,314份有效申請，相等於
861.08倍公開超購。配售發售股份已獲輕微
超額認購。經作出上述重新分配後，配售股
份最終數目為5,000萬股股份，相當於可供
認購股份50%。承配人共有105名，而一手
5,000股中籤率15%。公司以上限0.8元定
價，料所得淨額5,780萬元。
今日掛牌的樂嘉思(8415)公佈，配售價定

於每股0.255元，配售所得款項淨額估計約
5,130萬元。公司已收到根據配售申請約
3.16億股股份，相當於可供認購總數2.8億
股配售股份約1.1倍，超額認購約10%。該
股昨未見暗盤成交。

煜榮首掛逆市跌 每手蝕200元
至於昨日的掛牌新股，煜榮集團昨日股價

低開報1.1元，最低見1.03元，全日收1.05
元；較上市價1.15元跌8.7%；成交9,993萬
股，涉資1.1億元。不計手續費，每手2,000
股，賬面蝕200元。

太平洋酒吧暴炒 高配售價13倍
以配售形式在創業板上市的兩隻新股，首

掛升勢不相伯仲。太平洋酒吧收報4.05元，
較配售價 0.29 元上升 1,296.55%，高位 5
元，低位3.08元，成交851萬股，涉及金額
3,331萬元。
主要在香港金融及資本市場企業客戶提供

綜合印刷服務的HM Intl(8416)，收報 3.7
元，較配售價0.6元上升516.67%，高位8.2
元，低位3.7元，成交122.5萬股，涉及金額
680萬元。
另外，中國私立兒科醫療服務提供者新世

紀醫療(1518)昨已截止公開發售。市場消息
透露，其已錄得輕微超額認購，其招股價範
圍是6.36至8.36元。

香港文匯報訊 中銀香港昨宣佈，為迎
接農曆新年的來臨，該行屬下的14家指
定分行將在春節前，即2017年1月25日
及26日延長營業時間至下午6 時，方便

市民處理理財事宜。此外，中銀香港客
戶可隨時透過網上銀行、手機銀行、電
話銀行，以及遍佈全港的1,000多部自助
設備，於新春期間續享用便捷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本港窩
輪及牛熊證去年總成交4.1萬億元，按
年勁跌35.4%，與大市跌幅相若，其中
下半年的輪證成交額，較上半年急跌
23%，是去年輪證市道差的主因。法興
上市產品銷售部副總裁周翰宏昨表示，
今年上半年的不明朗因素仍多，投資氣
氛繼續審慎，料上半年輪證總成交，應
與去年下半年相若。

恒指上半年料22000點上落
法興又預測，恒指上半年只會於

22,000點間上下波動，下半年的區間則
可望上調至24,000至25,000點水平。該
行亞太區上市產品銷售部主管陳其志估
計，大市仍為上落市，即使近日港股走
強，相信到某水平又會有調整壓力，使
指數重回區間範圍內。他表示，1997年

及2007年港股大升大跌，今年為2017
年，暫難預測今年會否也出現大波動。

今年輪證成交料佔大市22%
陳其志又預計，今年輪證佔大市的成

交比例為21%至22%，比去年的25.2%
少，故他期望上半年的不明朗因素可以
逐步釋放，令下半年投資氣氛好轉。他
相信，目前大市於區間上落，牛熊證的
表現會較穩定，投資者可作兩邊部署。

策略炒短線 選牛熊證較佳
法興上市產品銷售部副總裁蔡秀虹表

示，去年窩輪成交高度集中於部分股
份，例如騰訊(0700)、港交所(0388)及匯
控(0005)等。鑑於今年有多項不明朗因
素，例如新任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新政策
效果、市場憂慮歐央行削減買債規模，
以及歐洲多國大選等，故認為今年投資
輪證的策略，仍以短線為主，當中以選
擇牛熊證較佳。

看好高息基建及小型股輪證
周翰宏說，今年輪證看好高息股、基
建股及小型股，例如匯控、金沙(1928)、
中海油 (0883)、中移動 (0941)、海螺
(0914)、中車(1766)、招金(1818)、洛鉬
(3993)、金隅(2009)及金蝶(0268)。同時該
行看淡出口股及外債股，如瑞聲(2018)、
中芯(0981)、創科(0669)、聯想(0992)、兗
煤(1171)、潤置(1109)及世茂(0813)。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港股連升第
5日，一度逼近23,000點水平，創5個月以
來最長升市。騰訊(0700)重上200元大關，加
上地產股接力造好，令恒指升 190 點報
22,935點，成功收復100天線。國指升69點
報9,733點，交投也轉趨活躍，成交額回升
至703億元。瑞信指出，資金正回流區內股
市，故維持恒指全年目標預測為24,500點。

瑞信：全年目標維持24500
瑞信數據顯示，資金重返區內市場，在今

年首9個交易日內，有8日錄得了資金淨流
入，有約15億美元在期間買貨，扭轉了去年
10月起逾117億美元淨流走的現象。該行維

持恒指全年目標24,500點的預測，國指則為
10,500點，當中特別看好舊經濟股的表現。

騰訊重上200元 地產股回勇
美國候任總統特朗普今晨發表演說，市場

觀望內容，有分析員認為，一旦其講話令人
憂慮，例如會加強中美的貿易對抗，或者設
下新的貿易壁壘，又或者強調強美元等，市
場都會借勢調整。不過，特朗普禮待阿里巴
巴創辦人馬雲，加上微信「小程序」獲大行
看好，令騰訊成功重上200元，收報200.8
元，升幅1.4%。
友邦(1299)也連升5日，升至85元的中移

動(0941)，也見一個月新高。地產股回勇，

長實(1113)尾市升幅擴大，全日升2.4%，連
升8日；新地(016)亦重上過106元。內房股
同樣獲大行祝福，認為內地壓抑樓市的措施
會暫告一段落，連升了5日的中海外(0688)，
及連升8日的潤置(1109)，昨日再升1.8%。

去產能或提速 鋼鐵水泥股俏
憧憬內地去產能提速，鋼鐵、水泥等資源

會面臨供應短缺，多個資源板塊也急升，鞍
鋼(0347)、馬鋼(0323)一度抽升約8%，升至
一年半新高，收市升幅都超過6%，江銅
(0358)升4.4%，哈薩克礦業(0847)升一成，
中鋁(2600)升 6.7%，水泥股潤泥(1313)升
7%。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靜儀）新加
坡綜合工程解決方案供應商億仕登
（1656）已在新加坡上市近12年，今
日於香港主板掛牌雙重上市，公司公開
招股部分錄得1,891倍超購，是今年最
高超購倍數新股，也是香港歷來超購倍
數第五高的新股。億仕登董事長兼總裁
張子鈞昨接受本報訪問時坦言，市場反
應踴躍熱烈為預期之外，管理層都非常
興奮，但他重申公司絕非「殼股」，笑
言不單沒計劃「賣殼」，更是第一次聽
見這一「專業名詞」。
張子鈞指，公司預計的集資額僅

3,990萬元，是因為手頭上資金充裕，
亦有其他融資的方法，若然日後有需
要，再考慮加大集資額也未遲。目前
90%集得的資金將用作償還債務或支付
利息，等於「幫股東慳錢」。他又透
露，多年來想到香港上市，惟一直未有
實行，而近年內地提倡「一帶一路」，
加上深港通及滬港通的開通，認為是好
的來港上市時機。

內地市場潛力巨 對前景樂觀
該公司主要專注運動控制、工業計算

及其他專業工程解決方案，如驅動器、
編碼器、機械部件及機床等，主要市場
為內地佔比近70%。對於內地經濟近年
開始放緩，張子鈞並不擔心會拖累公司
整體業務。他認為，內地經濟處於轉型
階段，肯定會導致增長放慢，加上工資
上升，工業轉型是必經階段，但淘汰的
大部分是低科技、勞工依賴性高的工
業，生產高科技及高智能產品的工業卻
有極大的發展潛力。
他舉例說，內地無人駕駛飛機的市
場，佔全球超過50%，對內地的發展非
常樂觀，更直言，內地經濟增長即使降
至6%，仍然是全球最高增長之一的國
家，「相信不出三、五年，內地會成為
全球最大的經濟體。」
惟對跨國公司而言，匯率波動帶來的

負面影響是不可忽視的，億仕登總部設
在新加坡，業務均以坡元結算，人民幣
貶值將對公司向股東派付股息的金額造
成不利影響，或令公司須動用更多人民
幣資金償還外債等。再者，在內地可用
於降低人民幣兌其他貨幣的匯率波動風

險對沖工具有限，對沖工具的成本可能
隨時間的推移而大幅波動，超過降低貨
幣波動所帶來的潛在利益。

擬外債換成人幣 減貶值壓力
張子鈞未有否認人民幣貶值對公司存

在一定隱憂，但他認為，「我們公司的
客戶群多為高科技生產商，而他們的客
戶多在海外，人民幣貶值有助他們出
口，變相亦為我們創造機會。」另外，
公司有策略把外債換成人民幣，減輕了
人民幣貶值帶來的負面影響。
內地的市場雖然仍然在膨脹，但像億仕

登的運動控制解決方案供應商不斷增加，
行業前五名公司所佔的市場份額不到
30%，但不擔心競爭，認為有壓力才有進
步，也相信產品是有需求才有競爭。
不過，受競爭影響，該公司的業績增

速和毛利率開始放緩，2016年上半年收
入為1.2億，僅較2015年同期微增1%。
張子鈞笑言，沒穩賺的生意，增長放緩
是必經面對的。

仍主攻運動工程及工程方案
張子鈞指，未來公司業務的核心仍然

會是運動工程及工程方案，因為這兩塊
業務能應用在不同工業及領域，有助公
司大大分散風險。在綜合工程解決方案
行業，他表示，產品和技術的發展迅
速，幾年間的產品種類會不停被淘汰，
公司面對的競爭非常激烈，公司的策略
協助生產商開發市場，關係屬分工及互
助性質。

億仕登：上市好時機 沒賣殼概念

■張子鈞坦言，市場反應熱烈為預期之
外，管理層都非常興奮。 張偉民 攝

今日掛牌新股暗盤表現
股份

億仕登(1656)

慕容控股(1575)

縱橫遊(8069)

九台農商銀行(6122)

樂嘉思（8415）

昨日掛牌新股表現
股份

太平洋酒吧(8432)

HM Intl(8416)

煜榮(1536)

註：暗盤成交綜合耀才及輝立資料 製表：陳楚倩

發售價(元)

1.25

1.05

0.8

4.56

0.255

發售價(元)

0.29

0.6

1.15

暗盤收(元)

1.66

1.26

0.94

4.57

--

昨收(元)

4.05

3.7

1.05

變幅

+32.8%

+20%

+17.5%

+0.22%

--

變幅

+1,296.55%

+516.67%

-8.7%

每手賺/蝕(元)

賺820

賺400

賺700

賺 10

--

每手賺/蝕(元)

賺3.76萬

賺1.55萬

蝕200

■三新股昨掛
牌，HM In-
ternational
Holdings主席
余 志 明 ( 左
二)、太平洋
酒吧主席兼行
政總裁謝熒
倩(左四)、煜
榮主席兼行政
總裁陳樑材
（右一）齊主
持上市儀式。

張偉民 攝

法興：輪證去年總成交瀉35%

中銀14分行新春前延長營業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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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連升
第5日，成
功收復100
天線，成交
額 回 升 至
703億元。

中通社

陳其志估計，大市仍為上落市。
張偉民 攝

本疊內容：財經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