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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板新股再遭叫停 兩周三隻

內地人開香港戶口 門檻加百倍
資產由5萬增至500萬 攔阻百姓資金出海

恒生料港今年經濟增1.8%
香港文匯報訊 財政司司

長將於下周三（22日）發表
新年度財政預算案，屆時亦
將公佈去年第四季本地生產
總值數據。恒生銀行署理首
席經濟師薛俊昇昨發表報
告，認為隨着發達國家經濟
復甦加快以及內地經濟回
穩，預期今年本港經濟增長
為1.8%。
他指，雖然實際經濟增長
或高於他們的估計，但當下
經濟不明朗因素仍然存在，
包括環球貿易政策或會改變，以及內地經
濟轉型的進展是否順利。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於1月28日表示，
去年第四季本地生產總值按年增長速度或
高於第三季的 1.9%，並預測去年全年的
增長或高於政府預計的 1.5%。薛俊昇認
為，陳茂波的言論反映近月本港經濟增長
趨勢持續，亦與近期數據顯示本港經濟前
景改善一致。

環球經濟前景信心增加
薛俊昇指出，零售銷售貨量的按年跌

幅由 8 月份的 11% 低位收窄至 12 月
份的 2.8%，當中反映訪港旅客人數回
升及市場在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後對環
球經濟前景信心增加。
至於進出口在連跌大約兩年後亦見回

升。10 月份的商品出口貨值按年下降
1.8%，但11 月份及 12 月份則分別按年
上升 8.1% 及 10.1%。商品進口走勢亦相
若，10 月份增長持平，但 12 月份則錄
得 8.7% 升幅。

薛俊昇認為，隨着發達國家特別是美
國的經濟加快復甦以及內地地經濟回
穩，恒生預期今年本港經濟增長會改善
至 1.8%。

港低息環境料可望持續
雖然美國聯邦儲備局正展開加息周

期，但現時銀行同業市場流動資金總結
餘規模龐大，現時本港的低息環境可望
持續。
他說，今年實際經濟增長或高於恒生

的估計。首先，過去兩至三年零售銷售及
進出口持續下跌，低基數效應或大於預
期。其次，美國政府稍後計劃公佈的刺激
經濟政策，可能進一步帶動市場對環球經
濟前景信心增加。
不過，恒生亦注意到圍繞本港經濟的

不明朗因素仍然存在，其中包括環球貿易
政策或會改變，以及內地經濟轉型的進展
是否順利。他表示，稍後的財政預算案將
公佈政府對今年本港經濟增長的預測，當
中或會帶來啟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內地個人資金出境難度繼續加大，近期不少

在內地的港資銀行和在香港有分行的中資銀行，都不約而同地收緊內地投資者開設香港賬

戶資格，有銀行提高個人資產門檻至原來的100倍，還有銀行放緩開戶速度，有四大國行

中的工作人員更坦言內地人香港開戶資質正在收緊。業內人士估計，目前趨嚴狀態會持續

進行，料未來會有更高門檻出現。

招商銀行近期下發《關於調整境外賬戶內地見證
開戶門檻的通知》，規定從本月起，內地客戶

開立香港賬戶的資產門檻由此前的5萬元（人民幣，
下同）提高至500萬元，提高100倍的准入門檻一下
子將很多人的資金出海需求給徹底攔住。
據了解，此前開通招行香港賬戶只需先存5萬元辦

理一張招行金卡，有金卡後便可以開通香港一卡通，
每月管理費8港元，可以說門檻非常之低，甚至連工
薪階層亦可滿足開卡條件。
去年年初為了海外置業而開通招行香港一卡通的陳
先生告訴記者，當初境外買房有資金出海需求，經人
推薦得知香港招行是性價比最高的跳板。而且該卡具
有港幣、美元匯款和收款功能，同時還可直接開通香
港證券賬戶，投資港股，是投資境外必備的一張銀行
卡。

年初開戶要求已明顯收緊
但如今，當陳先生的友人也想開戶香港一卡通時，
卻被告知需要500萬大額存款，如沒有存款也要提供
500萬流水，才有資格開戶。另外，有年初開戶者
稱，今年1月開戶招行香港卡後，最初在購匯理由裡
填寫了「因私旅遊」，不料之後馬上被銀行追查，讓
他提供機票證明，幸虧當時他的確因私赴港手上有機
票訂單，才順利得以購匯，該名開戶者向記者表示，

年頭便感覺收口越來越緊。
記者實地走訪了解到，目前一些銀行雖然對於開設

香港賬戶在書面上並未明文規定收緊，但從實際上來
看，或多或少都有了一些條件。

工行現預約開戶6月才申請
如工商銀行客服向記者表示，目前個人開戶香港賬

戶沒有資產門檻，只需有三個月以上的、購買資產在
1萬港幣的理財產品，開戶時只需存入1萬港元即
可，如存款沒有達標，則要收取每月15港元的管理
費。
但記者前往客服告知的指定開戶銀行網點時，卻被

銀行工作人員告知開戶香港賬戶需要預約排隊，目前
一周只開一個，根據該網點情況，預計現在預約者要
排隊到6月才可申請。

中行傳僅小量貴賓客可開戶
而中國銀行客戶亦在電話中告訴記者沒有開戶香港

賬戶的門檻，但記者實際走訪銀行網點嘗試開戶時也
遭拒絕。甚至有網點櫃枱人員在聽到開戶香港賬戶後
面露難色，坦言開戶和個人資產條件無關，就是目前
正在收緊的階段。另有中國銀行內部人員透露，目前
貴賓客戶還是可以開戶，但數量也越來越少，總之不
會如之前那樣方便。

花旗去年11月已提高門檻
另據了解，去年11月花旗銀行就將內地投資者開戶

門檻從1萬港元提高到150萬港元，成為第一家提高
內地到港開戶門檻的銀行。另據2015年開戶匯豐銀行
的徐小姐稱，當時開戶也被要求大額存款，當時就嗅
到嚴管的味道。
業內人士稱，目前來看無論中資銀行抑或香港銀
行，總體對內地客戶開立香港銀行賬戶的門檻都在漸
漸提高，如果市場上資金收緊，資金流出壓力加大，
料未來這個趨勢只會更嚴。

香港文匯報訊 「小小超」李澤楷再賣資
產套現。電訊盈科（0008）昨公佈，出售
約8.41億個香港電訊（6823）股份合訂單
位，售價為每單位10.15 元，較上周五收市
價折讓8.4%。完成配售後，電盈所持的香
港電訊權益由63.07%降至51.97%，所得款
項約85.34億元。有分析認為此舉顯示「小
小超」看淡香港電訊前景，但電盈回應傳
媒查詢時予以否認，稱公司在流動支付等
新業務支持下，仍具有吸引的增長前景。
兩股昨雙雙下挫，其中電盈收報4.57元跌
5.97%；香港電訊最多跌8.1%至10.18元，
收報10.26元跌7.4%。
電盈公告指，賣方持有 47.76億個股份合

訂單位，相當於已發行股份合訂單位總數
約63.07%。配售股份合訂單位佔已發行股
份合訂單位總數約11.10%。緊隨賣方完成
配售事項及出售配售股份合訂單位後，賣
方將持有39.35億個股份合訂單位，相當於
已發行股份合訂單位總數約51.97%。公告
又披露，公司擬將募集資金用於本集團的

一般企業用途，包括進一步投資於媒體及
企業方案的核心業務，及其他新的策略投
資以及償還債務。

摩通撐香港電訊續為行業首選
摩根大通發表報告指出，香港電訊遭減持

後，料可為中長線投資者提供良好的買入機
會，預測其股息回報約6厘，仍是電訊行業
的首選股。相信電盈未來不會進一步減持香
港電訊股權，以保持其大股東地位。
但報告認為，對電盈的小股東而言，該

交易或許是負面消息，因為電盈近年的非
香港電訊業務面臨挑戰，資訊科技解決方
案業務放緩，媒體業務受行業競爭加劇影
響亦錄得虧損，而且對其新媒體業務的進
取性投資看法審慎。報告估計，如果電盈
進行海外併購，料股息率或會由6厘降至5
厘，故該行給予電盈「中性」評級，目標
價為5元。
今次是香港電訊於2011年底分拆上市

後，電盈第一次大手減持，引起外界廣泛

關注。

電盈近日兩套現涉110億惹關注
由於在上周一，電盈向長和(0001)旗下

Three UK出售英國寬頻公司UK Broad-
band全部股本，代價為3億英鎊(約29.18億
港元)；若再計及今次交易，電盈總共套現
逾110億元；再加上公司近期曾質疑通訊事
務管理局推 5G 的步伐太慢，故有分析認
為，李澤楷可能已看淡電訊業務前景，故
計劃逐步出售公司股權。
不過，電盈在回應傳媒查詢時否認看淡

香港電訊前景，稱香港電訊在新增的流動
支付等新業務支持下，仍具有吸引的增長
前景。電盈強調，配售事項將擴大股份的
公衆流通量，並提高其交易流動性。完成
後，電盈仍將保留香港電訊之大多數股權
及控制權，而香港電訊的財務報表將繼續
合併入集團之綜合財務報表。電盈將繼續
收取其在香港電訊的相應比例分派，且有
意繼續維持穩定的派息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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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周3創業板公司延後上市
日期

2月13日

2月7日

2月3日

註：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1.23條的規定內容，主要是要求新股「必須有一個公開市
場」，其中項下(2)規定：（a）由公眾人士持有的股本證券的市值（於上市時釐定）必須
最少為30,000,000港元；及(b) 於上市時，該等證券必須有不同方面的人士持有。數目將
視乎發行的規模及性質，惟作為指引而言，於上市時，公眾持有的股本證券須最少由100
個人持有（包括透過中央結算系統持有其證券的人士）。

公司

浩柏國際(8431)

尚捷集團(8183)

心心芭迪貝伊(8297)

延後上市原因

因應監管機構就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1.23條的
規定作出查詢，公司決定將配售及股份於創業
板上市延至較後日期。

為使公司及包銷商有更多時間進行配售之建賬
程序，以確保證券有一個開放的市場，加上因
應監管機構就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1.23條的規
定作出查詢；公司決定將配售及上市延至較後
日期。

為使公司及包銷商有更多時間進行配售的建賬
程序，以確保證券有一個開放的市場，加上因
應監管機構就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1.23條的規
定作出查詢；公司決定將配售及上市延至較後
日期。

■■招行開立香港一卡招行開立香港一卡
通資金門檻漲百倍通資金門檻漲百倍。。

本報記者孔雯瓊本報記者孔雯瓊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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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再有創業
板新股因應監管機構查詢而延遲上市， 原
定今日掛牌的浩柏國際(8431）昨宣佈延遲
上市，為兩周內第三隻延遲於創業板上市
的新股。證監會行政總裁歐達禮昨日拒絕
評論個別公司事件，以及會否向有關新股
的保薦人與包銷商，採取紀律行動。
浩柏國際昨公告，因應監管機構就創業
板上市規則第11.23條的規定作出查詢，公
司決定將配售及股份於創業板上市延至較
後日期。而於2月7日及2月3日，尚捷集
團(8183）及心心芭迪貝伊(8297)，亦同樣以
「因應監管機構就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1.23
條的規定作出查詢」為由，決定將配售及
上市延至較後日期。

歐達禮：宜宏觀審視創板定位
歐達禮昨出席香港金融服務界舉行新春
酒會時認為，港交所及證監會針對創業板

的聯合聲明，對監管創業板有用，惟仍須
更深入探討相關上市程序。
早前證監會與港交所就創業板新股配

售，發出了聯合指引，歐達禮表示指引有
作用，市場應從宏觀角度審視創業板定
位，相信當局稍後會深入探討。
被問及證監會與港交所聯合推出的上市

架構改革諮詢，歐達禮表示，當局收到大
量及不同的意見，需時分析及審慎探討，
才能得出結論，故未有公佈結果的時間
表。

陳家強：發展市場需確保質素
財庫局局長陳家強昨出席香港金融服務

界舉行新春酒會時亦表示，去年證監會及
港交所聯合推出上市架構改革諮詢，當局
會將所收集的意見作審慎考慮及分析，適
時宣佈結果。同時，亦審視上市政策及創
業板制度， 以精簡及提升市場質素，亦能

夠吸引高增長及高科技的公司來港上市。
他認為本港在發展市場時，亦需同時確保
市場質素。

北水湧入 國指再度跑贏大市
港股方面，承接上周五升勢，恒指昨升
136點報23,710.9點，再創逾4個月收市新
高，大市已連升四個交易日，累升達379
點。國指再度跑贏大市，全日漲1.3%，收
報10,257.8點，成交繼續暢旺，達到911億
元，當中包括香港電訊(6823)配股上板。市
場人士指，內地的確有資金流入，相信有
關資金流會延續至3月法國大選。
恒指服務公司公佈季度檢討後，吉利

(0175)因為將染藍，全日急升7%，遭剔出
的利豐(0494)挫2.3%，是藍籌表現最差。
另外，郵儲行(1698)將取代青啤(168)納入
國指，前者跌 1.1%，青啤反而收升
0.3%。

電盈減持香港電訊套現85億

■■電盈減持香港電訊權電盈減持香港電訊權
益至益至5151..9797%%，，拖累兩拖累兩
隻股份齊齊受壓隻股份齊齊受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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