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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息魔近 資金炒股不炒市

賭收連升7月 濠賭股爆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

倩）港股去年成交縮減以及交

投量不足，中小型券商經營環

境愈見困難。香港證券業協會

的調查顯示，今年有19%券

商指會減少業務發展，去年調

查只有9%。調查又顯示，今

年有62%券商計劃不增聘人

手，26%認為最大困難是增加

客源。協會主席繆英源昨表

示，希望港交所減半印花稅以

增加股票整體交投量，長遠希

望即使中小型券商亦能參與債

券買賣，引入更多產品選擇及

加強市場透明度。

繆英源昨在記者會表示，香港印花稅較
其他地方高，多年沒調整，報價系統

行情費、債券、基金等手續費也為「數一
數二」高昂，但券商佣金收費較低，「有
些經紀連最低工資都無法達到」，交易成
本及報價資訊的費用，加上租金等因素導
致券商運營成本高企，將難以促進市場競
爭。因此呼籲港交所降低印花稅，認為有
助提升交投量，及吸引人才。
他又指，由於本港券商能提供的產品受

限，現時投資者多通過銀行進行基金、債
券交易，銀行佣金水平高於券商，可能加
大投資者交易成本，他呼籲本港於同一平
台增加更多產品和選擇，為券商提供參與
競爭的機會。

互聯互通增成本 無實質收益
協會副主席徐聯安表示，券商的工資及
租金成本不斷上升，期望政府考慮降低交
易成本，因不少中小型券商的佣金收入均
偏低，若果印花稅可降低一半，甚至減
免，亦可刺激交易量上升。他稱，內地於
2008年實施寬減印花稅，往後5年與此前5
年股市交投量比較高出3倍，反映減收印花
稅有助帶動股市交投量。目前本港股票交

易印花稅為0.1%。

政府應制訂長遠政策助行業
徐聯安又提及，「深港通」同「滬港
通」等產品推出，中小型券商成本增加，
但無帶來實質收益，預計往後推出的新產
品例如「債券通」等，對中小型券商幫助
不大，希望政府為業界制訂長遠措施協助
發展。他擔心，未來香港本地券商賣盤或
退出的情況持續。

開放更多投資產品 助培訓人才
他又認為，政府應為行業制訂長遠政

策，開放更多投資產品讓券商參與，而行
業亦面對人才青黃不接的問題，應協助行
業培訓人才。港交所所推出的政策均有助
推動市場氣氛，但本地券商反應較中性，
他們從「滬港通」及「深港通」獲益不
多，反而中資券商的業務則增加較多。
協會昨發表《2017香港股市展望及行業

發展報告》，受訪的中小型商中，有19%
指會減少業務發展，去年調查只有9%。今
年有62%券商計劃不會增聘人手，有26%
指面對最大困難為難於增加客源、其次有
25%認為市場交易量不足；另外有23%及

20%認為合規成本不斷上升及營運成本增
加。53%受訪會員預期，以去年底計，恒指
今年有5%至20%升值空間，即介乎23,100
點至26,400點。

新板可先讓特定投資者參與
港交所計劃在上半年，就改革創業板及

設立新板進行諮詢。繆英源指，業內大部
分人士同意港交所設立新板，但認為政策
要清晰，讓投資者了解風險及相關企業的
股權架構和盈利表現。他建議，初期可以
先讓某些投資者在某些特定板塊投資，指
投資者對市場有信心很重要，否則設立任
何板塊都會出現問題。監管部門需提供更
多風險提示，公眾流通量和公司質素為重
要因素。

市場效率低 須反思創板問題
他續指，創業板某些個股短期大幅波動

顯示市場效率不高，市場應提高透明度，
但配售標準不可一概而論，應建立合理機
制來評判。至於創業板推出逾10年時間，
但效果與當初預期有落差，令部分投資者
卻步，故監管機構應該反思，否則設立新
板同樣會衍生其他問題。

經營難 兩成券商擬縮業務
證券業協會：冀減半印花稅刺激交投量

濠賭股昨近全線上升
名稱

銀河娛樂

新濠國際

永利澳門

美高梅中國

金沙中國

英皇娛樂

澳門勵駿

澳博控股

股號

0027

0200

1128

2282

1928

0296

1680

0880

昨收(元)

39.25

12.50

14.48

14.72

33.65

1.90

1.50

6.24

變幅(%)

+5.5

+4.9

+4.6

+4.1

+3.9

+2.7

+1.4

-2.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歐陽偉昉）澳門博
彩收入連續上升7個月，澳門博彩監察協調
局昨公佈2月份博彩毛收入229.91億澳門
元，按年上升17.8%，較市場預期佳，而按
月亦上升19.4%。收入表現標青，綜合1月
和2月數字，與農曆新年相關的兩個月今年
賭收為422.46億澳門元，按年上升10.6%，

亦高於瑞銀早前估計的6%至7%。受惠於
賭收數據利好，大部分澳門賭股向上收
升。

瑞銀：政策風險降料續復甦
瑞銀發表報告指出，政策風險下降、博
彩中介人回歸、資產價格上升帶來財富效

應，將會推動賭業繼續
復甦，預料本月起賭收
增長可達10%至20%。
該行認為銀娛（0027）為
行業首選，因其估值吸
引、經營穩健，以及受
惠於高端賭客業務復
甦，維持評級為「跑贏
大市」，目標價由47.5
元調升至50元，並同時
看好金沙（1928）和美高
梅（2282），分別給予目標
價42.8元和18.8元。
銀娛剛公佈業績勝於

預期，加上宣佈派特別股息，股價昨收市
升5.51%報39.25元，創2015年4月以來新
高，為升幅最多的賭股。其他濠賭股亦有
好表現，新濠（0200）升4.87%報12.5元，永
利（1128）升4.62%報14.48元。不過，盈利
倒退的澳博（0880）斯人獨憔悴，下跌2.04%
報6.24元。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周紹基)沽空機構
Emerson Analytics昨發表報告，意圖狙擊
中國宏橋(1378)，指集團在2011年IPO階
段，已開始虛報較低的生產成本，並由關
連公司以非常低的價格，收購電力和鋁原
料。宏橋股價即時受壓，一度挫9.2%，
其後中途停牌，停牌前報 7.15 元，跌
8.3%。宏橋其後回應，否認報告中的指
控，認為指控沒有合理根據，集團正準備
提供全面及準確的回應。
宏橋從事鋁產品製造業務，2月28日突

遭Emerson發出負面報告，懷疑宏橋財務
報告的真實性，又質疑宏橋的毛利率，指
其毛利率在2007至2009年與同業相近，
但2010年當同業毛利率維持在單位數
時，宏橋的毛利率卻急升至27.7%。

Emerson：隱藏成本虛報盈利
Emerson認為，宏橋隱藏了216億元人

民幣的生產成本，指其實際盈利，比宏橋
聲稱的少51%。對於有人認為宏橋成功
在於自供電力，Emerson反駁指，宏橋

2010年第一至第三季度的實際電
力生產成本，較其公佈的高出
40%，理由是當時煤價上漲了
23%，但宏橋自行供電的單位成本
卻下降了33%，Emerson完全無法
同意有關數據。
宏橋生產鋁材的原料「氧化鋁」

成本奇低，Emerson相信涉及嚴重
賬目問題，因過去氧化鋁獲得了
61億元補貼，自行生產氧化鋁漏
報成本也達20億元。此外，宏橋
又被指以超低價，向關聯人士購入
電力及原鋁，令生產成本降低。

Emerson指出，在2010年至2015年期
間，宏橋一方面少報了117億元人民幣的
電力生產成本，又獲得約19億元人民幣
的補貼。另外，Emerson又估計，宏橋擁
有的現金，少於賬目所披露，料2015年
底資產負債表中，缺失的資金高達49億
元人民幣。

股價只值3.1元 潛在跌幅六成
綜合以上各個因素，Emerson指宏橋的
股份價值，只有現價約四成。故該機構給
予宏橋「強烈沽售」建議，目標價3.1元，
較前收市價7.8元，有60.3%潛在跌幅。宏
橋於去年11月底，也曾被匿名網站指控利
潤造假，以及隱瞞環保污染等問題。

宏橋：準備對指控全面反擊
宏橋昨否認Emerson報告中的指控，認

為指控「完全沒有依據」，並指公司正在
準備進行全面、準確的披露，以回應企圖
破壞對公司業務之信心及聲譽的指控。

沽空機構指造假 宏橋挫8%停牌

■繆英源(中)稱，長遠希望中小型券商亦能參與債券買賣，引入更多產品選擇。左為徐聯
安，右為中銀國際證券執行董事兼香港證券業協會董事白韌。 陳楚倩 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港股踏入3
月，表現好淡爭持，雖然美股繼續連升，
加上美國總統特朗普演說後，市場仍對其
大搞基建的計劃具信心。但卻擔心通脹會
增加3月加息機會，本港投資者紛紛轉趨審
慎，「炒股不炒市」下，恒指僅升35點報
23,776點，成交縮減至766億元。澳門賭收
報捷，濠賭股造好。兩會開幕在即，基建
股也受捧。

大市結束4連跌 後市觀望濃
亨達國際金融投資聯席董事羅明立表

示，特朗普在國會發表講話，未有就新政
策提供更多細節，但聯儲局官員近期仍對
貨幣政策持較「鷹」派的立場，不斷重申
加息不宜延遲，令市場對3月加息的預期曾
一度大升至70%，也使得美元再度走強。
他續指，經過短期的牛皮淡局，港股仍
守住20天線，結束連續4日的跌市，故他
料，3月很有可能迎來一波較大的行情，關
鍵可能是聯儲局會否再次收緊貨幣政策，
如果下周公佈的2月就業數據理想的話，美
國應該頗大機會在3月加息。

憧憬兩會好消息 基建股受捧
內地2月份PMI好過預期，加上兩會即將
開幕，市場憧憬內地會加強基建投資以撐經
濟，基建股顯著造好。中交建(1800)升
7.7%，中鐵(0390)及中鐵建(1186)升逾4.7%及

3.4%，但國指昨跌0.1%，收報10,287點。
地產股繼續有買盤吸納，其中業績佳的
新地(0016)升1.9%至115.6元，並獲多間大
行上調目標價，大摩慷慨地給予134元目
標，但指不應過於低估中資競爭帶來的風
險。匯控(0005)終於結束六連跌，全日反彈
0.6%。內銀股拖低大市，中行(3988)向子行
中銀(2388)再注入印尼及柬埔寨業務，中行
低收，中銀則升1.3%。

復牌股炒起 恒鼎狂飆逾2倍
個別股份方面，恒鼎(1393)停牌近一年，
終於在昨天復牌，由於期內煤價累升不少，
令該股惹來大量買盤炒作，股價最終收報
0.63元，以近全日高位收市，較停牌前的
0.195元急升2.2倍，成交也超過2億元。
盈德氣體(2168)股東爆內訌，盈德氣體兩

陣營賣盤予PAG，溢價有13%，使該股昨
日復牌曾升過兩成，最終收升16.9%，收報
6.23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據
最新統計，2月份內地
資金通過港股通累計流
入香港市場資金達逾
800億元（人民幣，下
同），較1月增長了近
一倍。一些內地投資者
則看好港股機遇，紛紛
設法轉款尋機加倉投資
港股。
據滬港兩地交易所最新數據統計，港

股在今年農曆新年後持續節節上漲，吸引
了大量的內地資金南下，2月滬港通中的
港股通總買入金額高達681.27億元，較1
月的359.74億元增長了近一倍，2月日均
買入金額37.85億元，也較1月的22.48億
元激增了近七成；深港通方面，2月港股
通總買入金額也達到121.41億元，較1月
的57.19億元翻了一倍多。
2月內地投資者通過滬市港股通和深市

港股通合計流入了802.68億元，較1月的
416.93億元增長了近一倍。從這些數據上
看出，內地投資者借港股通參與港股投資
的熱情正快速地上升。

標的股多數股價表現優異
統計顯示，南下資金買入較多的個
股，多數股價表現甚佳，可見洶湧流入的
南下資金不但支持了港股大市的表現，更
使許多港股通標的股表現優異。

上月逾800億
北水湧港股增近倍

首兩月內地資金流入港股情況
滬深股市

港股通(滬市)

港股通(深市)

港股通
(滬深兩市)

貨幣單位：人民幣 製表：李昌鴻

1月(億元)

359.74

57.19

416.93

2月 (億元)

681.27

121.41

802.68

增幅

90%

112%

92.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H�7��!��0

�7������4�����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莊程敏) 華人置
業（0127）股權有新變動。大股東劉鑾
雄（大劉）昨以健康極為不穩為由，向長
子劉鳴煒及太太陳凱韻（甘比）分身家。
作為華置主席的劉鳴煒及執董陳凱韻分別
獲派24.97%及50.02%股份。換言之，陳
凱韻成為華置大股東，持有逾 9.54 億
股，以昨日華置收市價每股11.88元計，
市值約113億元，連同其手上持有的物業
等甘比名下財產已逾500億元，登上本港
女首富的寶座。
華置通告指，由於劉鑾雄的健康狀況

極為不穩，有需要於其在生時實行股權重
組，重組已於3月1日實行及完成。

持股市值連物業 身家超500億
大劉將其手持的74.99%華人置業集團

股權分別分派給其兒子劉鳴煒和太太甘
比，劉鳴煒獲得24.97%的股權，甘比則
以其未成年子女劉仲學和劉秀樺之信託人
的身份，合共獲得50.02%股份。按昨日
華置11.88收市價計，劉鳴煒持股市值約
56.6億元，甘比持股市值逾113億元。連
同早前大劉送給甘比市值180億元的The
One，以及其他物業和債券等等，料甘比
身家已超過500億元，登上本港女首富的
寶座。
通告指，公司將於3月9日公佈全年業
績，目前正處禁止買賣期，但由於情況實
屬特殊，劉鳴煒及陳凱韻已向聯交所申請
豁免，聯交所已授出有關豁免。
今次華人置業股權重組，表面上陳凱

韻分到50.02%股份，但其實她只是以一
對未成年子女劉仲學及劉秀樺的信託人身
份持股。可見，大劉實際想分股份給劉仲
學及劉秀樺，通告指出比例為65︰35，
即是劉仲學及劉秀樺分別持股32.5%及
17.5%，換言之，只有4歲的劉仲學持股
比劉鳴煒還多。

大劉分身家 甘比持華置50%

■■港股昨好淡爭持港股昨好淡爭持，，成交成交
縮至縮至766766億元億元。。 中新社中新社

■劉鑾雄昨以健康不穩為由分身家，太太
陳凱韻以信託人身份獲派華置50.02%股
份。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