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疊內容：財經新聞 馬經

B1

財  經  新  聞

■責任編輯：劉錦華

2017年
2017
年 1 月 20
20日
日（星期五
星期五）
）

今年主力 4 大主題 檢討創板爭 ETF 互聯互通

港交所研設新板吸新經濟股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港交所(0388)昨宣佈今年的工作計
劃，主要圍繞完善上市機制、延伸互聯互通、豐富產品及平台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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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主題展開。其中包括正在草擬設立「新板」方案，又擬檢討創
業板，計劃容許本港投資者於香港假日時，仍可出售內地股票；以

1，考慮設立新板

及研究將交易所買賣基金（ETF）加入到互聯互通計劃中，同時還

2，深港通後計劃再推ETF通

在研究兩地債券市場的連通模式，希望今年內可公佈細節。

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昨在傳媒午
宴 上 表 示，正在草擬設立「新

板」的方案，包括如何吸引目標公司來
港上市、釐定投資者的資格要求、首次
及持續上市要求、投資者保障措施等；
港交所亦正與監管機構探討，並計劃在
適當時候就方案諮詢市場；惟現時仍未
有確實諮詢時間表。他相信，推出新板
可提升本港市場的競爭力。

發展多層市場 提升港競爭力
對新板如何有別於主板和創業板，
李小加進一步指出，留意到近年有進
一步細分市場、發展多層市場的需
求，以切合跨國公司及代表新經濟的
新興企業的需要。此外，投資者亦希
望香港既可繼續給予投資者高度保
障，又能夠增加上市公司的種類，為
市場提供更多選擇。
他認為，現時香港市場的上市公司主
要為內地及金融行業的公司。隨着中國
經濟和內地金融市場持續開放，認為香
港必須擴展其市場融資能力、能夠為不
同發展階段的公司提供集資平台，也為
投資者提供更多不同類型、覆蓋內地及
海外的各式投資機會，這樣才可進一步

3，未來致力爭取建立新股通、
債券通、商品通

鞏固香港在環球股票市場的領先地位，
繼續作為內地以至海外的投資者及發行
人的首選市場。

4，計劃今年推多項新產品，包
括恒指及國指的每周指數期
權

港上市公司所在地行業太集中
他又引述數據指，本港上市公司的所
在地及行業太過集中，有近79%來自內
地及本港，有61%來自金融及消費品製
造業，加上低市值公司佔大多數，又欠
缺新經濟企業，故有部分問題需要檢
討。為解決上述問題，港交所才會計劃
檢討創業板及為新板作諮詢。
李小加又特別提到，去年引起不少
爭議的上市監管架構諮詢，接獲了不
少意見，由於分析意見需時，故暫時
無更多資料可透露。但李小加認為，
去年本港 IPO 集資額仍居全球首位，
甚至在過去 8 年中，有 5 年均排第 1，
反映本港IPO市場暢旺。

研在港假日允出售內地股票
另外，他又透露，港交所正研究投資
者能否在本港假期、但內地交易日時，
賣出「互聯互通」計劃下的A股，有關
建議需要結算銀行的支持，本港經紀則
可自行決定是否參與假日交易。

港交所 2017 年
主要工作計劃

5，計劃今年在香港及倫敦，推
出以美元及人民幣計價的實
物交收黃金期貨
6，計劃 3 月推出人民幣貨幣期
權
7，計劃今年拓展場外結算服務

港交所對設立新板的構想
目標公司
國際性公司
新興行業公司

如何吸引他們

•跨國發行人
•東盟／
「一帶一路」
發行人
•中小企／初創企業發行人

實行非標準投票權架構公司 •不同投票權架構發行人

•給予聯合政策聲明有關海
外公司上市的規定更大彈
性
•降低財務門檻
•減輕持續合規成本

•新板可能接受不同投票權
架構

8，未來 3 至 4 年，會大幅提升
大部分結算基礎設施
9，升級LME的交易及結算系統
10，正與內地倉儲的龍頭公司探
討合作機會，預期年內推大
宗商品交易平台
製表：記者 周紹基

港股市場的不足之處

冀上半年推出國債期貨產品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在定息及貨幣產品方面，港交所擬於今
年上半年，推出中國財政部國債的期貨
產品，同樣要待監管機構批准，李小加
相信，此產品若在港交所上市，有助吸
引全球定息市場的投資者。另外，如
「ETF通」、「新股通」「商品通」等
互聯互通的基建，仍在積極研發當中。
在大宗商品方面，擬於年內在本港
及倫敦推出黃金交易產品，特點是有關
產品會以美元及人民幣計價，並且可以

實物交收的黃金期貨合約，目前正等待
證監會審批，希望可於年內推出。對於
英國「脫歐」路線圖仍未清晰，他認為
縱使英國正式「脫歐」，料對倫敦金屬
交易所(LME)的影響不會太大。
李小加昨還被問及他的續約事宜，
他指現階段討論此話題是「太早」，因
港交所是一間大公司，講求長遠發展規
劃，相信與高層是否在位無關。李小加
2009年10月起加入港交所，前年
（2015
年）
6月獲續約3年至2018年10月。

■港交所計劃今年升級LME的交易及結算系統。

觀望特朗普就職 港股反覆成交縮
匯控友邦力撐 23000失而復得

■港股昨曾跌 156 點，收市僅跌
48點
48
點，成交
成交556
556億元
億元。
。 中通社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港股周三
突破 23,000 點大關後見反覆，大市昨日二萬
三關失而復得，僅跌48點。市場注視候任美
國總統特朗普美國時間周五的就職演說，以
及即將公佈的內地第四季經濟數據。

美聯儲主席耶倫忽然強硬，稱2019年底前
每年料加息數次，多間大行亦加入唱淡本港
樓市，預計今年樓價下跌 5%至 7%，獲利盤
出貨，令昨日港股曾失守二萬三，盤中曾跌
近 160 點 低 見 22,941 點 。 但 尾 市 在 匯 控
(0005)、友邦(1299)力撐下，23,000 點最終失
而復得，收報 23,049 點，僅跌 48 點，成交
556億元。
藍籌股普遍回吐，只有少數金融股力撐大
市，除匯控及友邦分別升 0.4 及 0.2%，平保
(2318)升 0.7%，國壽(2628)升 0.5%。國泰航
空(0293)成大市焦點，主要因該股即將重
組，但該公司未說明如何精簡及裁員人數
等，只提出大方向，並於年中落實計劃。分
析員認為，國泰的經營應該相當差，所以才
走到裁員這一步，投資者傾向拋貨，該股曾

急挫逾半成，最終跌3.9%報10.4元，成表現
最差藍籌。

擬售產 東方海外見年半高位
國指收 9,792 點，微跌 0.1%，資源股亦回
吐，石油股及煤炭股下跌，中石化(0386)全
日跌1.5%。另外，據《華爾街日報》引述知
情人士透露，中國遠洋集團總公司，正就收
購競爭對手東方海外貨櫃航運作談判。據
悉，中遠集團擬向東方海外貨櫃提出規模逾
40 億美元的收購提議，東方海外(0316)昨日
再升 7%，以全日高位 45.05 元收市，並見一
年半高位。中遠系的中遠海控(1919)則跌
0.7%。
汽車股亦輪流炒高，吉利(0175)再升，迫
近 上 市 高 位 9.2 元 ， 收 報 9.11 元 ， 升 幅
2.7%，成交續旺，高達 8.5 億元，帶動北京
汽車(1958)及美東汽車(1268)升逾6%。

星展：港股增長前景仍看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靜儀）星展零售
銀行及財富管理投資總監林哲文昨表示，看好
美股於今年上半年的表現，因美國經濟於去年
底開始見明顯復甦跡象，若特朗普就任美國總
統後，推出增加財政開支及減稅等措施，有望
進一步刺激經濟，對當地企業有利。

全面性的調整，不過，他不相信特朗普只會
針對中國內地，並對其進口的貨品實施 45%
重關稅。他直言，「不曾一刻認為特朗普真
的會這樣做，45%太高了，此舉同時亦會對
美國經濟構成傷害。」因為中國內地是美國
第一大貿易夥伴。

美加息步伐加快恐不利股債

內地經濟今年料減速至6.5%

惟林哲文對美股下半年的表現則抱觀望態
度，他預期，特朗普的刺激措施有機會令經
濟出現過熱，令美國下半年加息步伐加快，
或有機會令資金由發展中國家流向美國，而
部分中資企業或會趕在美國加息前清還美元
債，以減少利息開支，為美國債市及中長期
的股市表現帶來負面影響。
他認為特朗普會對外來商品的稅項作一定

林哲文表示對大中華地區股市持中性態
度，一方面因為內地長遠具發展潛力，而且
港股的估值甚低，加上內地經濟仍有增長空
間，故看好本港及內地股市的增長前景。但
另一方面，美元強勢將引致資本流出及債務
償還壓力，不利股市表現，在利淡雙向因素
互相抵消下，短期內股市將較為波動。內地
經濟正值結構轉型，去年經濟增長會有

匯豐料中美貿易談判解決爭議

■林哲文
預期美元
將繼續走
強。
吳靜儀 攝
6.7%，今年會進一步減速至 6.5%，但長遠
仍有較大的發展機遇。
他又預期，料美元將繼續走強，美國加息
亦會吸引資金流入美國，加上內地經濟增長
減弱，撇除中美或爆發貿易戰的因素，人民
幣兌美元會持續貶值，今年第 2 季見 7.02，
第3季則見7.19。

■潘達維(左二)認為，聯儲局今年將加息兩次，美元強勢將於上半年終止。左一為
屈宏斌，右二為范力民，右一為林傳英。
歐陽偉昉 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歐陽偉昉） 主
張貿易保護主義的特朗普將於美國時間
周五就任美國總統，匯豐經濟研究亞太
區聯席主管兼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師屈宏
斌昨在記者會認為，美國對中國展開貿
易戰，中國一定會還擊，對雙方來說是
雙輸局面。他認為商人出身的特朗普較
可能以貿易談判解決爭議。不過美國是
中國出口的主要市場，若美國對中國開
徵 45%關稅，中國整體出口將減少 12%
至13%。

人幣今年貶值料不超5%
屈宏斌表示，中國經濟仍有下行壓
力，不過若內地可以做到「減稅費、補
短板、關殭屍（企業）、破壟斷」，可
以穩定對經濟的信心，民間投資回升，
可紓緩人民幣貶值壓力在可控範圍，預
料今年人民幣貶值不超過 5%，即 7.2。
匯豐外幣策略環球主管潘達維 (David
Bloom)則認為聯儲局今年將加息兩次，
而美元強勢將於今年上半年終止。在市
場相信「特朗普再通脹」下，美元走勢

會向好，但當新興市場變得便宜，加上
特朗普刺激經濟效果以及聯儲局加息幅
度不如預期，美元便會在下半年大幅回
落(straight back down)。

港經濟增長將升至1.8%
談及香港，匯豐經濟研究亞太區聯席
主管范力民 (Frederic Neumann)認為，
今年香港經濟增長將由去年預計的 1.4%
升至 1.8%，惟外圍環境仍充滿挑戰。他
表示物流業將續受出口疲弱影響，但訪
港旅客回升，將有利旅遊、休閒服務、
零售消費行業。

恒指年底可見二萬五
匯豐證券策略亞太區主管林傳英
(Herald van der Linde)預料年底恒指將
升至 25,000 點，現時港股存在折讓，預
料香港市場，例如地產股的表現將會不
錯。他預料美元將在下半年走弱，資金
流向新興市場，上半年將會是投資亞洲
股票的機會，他看好重內需輕出口的市
場，例如中國、印度和印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