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2017年年33月月99日日（（星期四星期四））財  經  新  聞B2 ■責任編輯：劉錦華

港股三連升 汽車內房股炒起

中金購中投證券獲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 中興

通訊 (0763)與美國政府就出口管制

調查案件達成和解，同意支付近12

億美元（約93.6億港元）罰款，其

中3億美元暫緩支付，是美國歷來

出口管制案的最高罰款。受支付巨

額罰款拖累，中興去年度業績盈轉

虧約 23.57 億元人民幣(約 26.5 億

港元)，不過，中興同時發佈今年首

季盈喜，料淨利11.5億至12.5億元

人民幣，升21%至32%。市場認為

中興不明朗因素消除，反而刺激股

價造好，收市升6.07%。

中興昨日公告稱，已就美國商務部
工業與安全局、美國司法部及美

國財政部海外資產管理辦公室，對公司
遵循美國出口管制條例及美國制裁法律
情況的調查達成協議。鑒於公司違反了
美國出口管制法律，並在調查過程中因
提供信息及其他行為違反了相關美國法
律法規，公司已同意認罪並支付合計
8.92億美元(約69.5億港元)罰款。

3億美元罰款暫緩執行
此外，美國商務部工業與安全局
(BIS)還對公司處以暫緩執行的3億美元
罰款，若於7年暫緩期內履行與BIS達
成的協議要求的事項後將被豁免支付。
今次事件令中興業績大受影響，公司
昨公佈，去年淨虧損約23.57億元人民
幣，上年則為淨利32.08億元人民幣。

剔除罰款 盈利增近兩成
中興稱，如剔除8.92億美元的罰

款，股東淨利潤為38.25億元人民幣，
同比增長19.24%。公司又同時發佈盈
喜，預期今年第1季淨利潤按年增幅
介乎21.12%至31.65%，至約11.5億
至12.5億元人民幣，主要由於期內運
營商網絡收入及消費業務收入按年上
升，帶來營業收入和毛利實現雙重提
升所致。
有大行認為，罰款事件塵埃落定，

將利好中興股價，該股昨曾一度急升
8.85%至13.28元高位，昨收報12.94
元，仍升6.07%。不過，公司A股昨
日停牌，公告指因公司發生受到處罰
的重大無先例事件，為保障投資者權
益，充分與投資者進行溝通，A股開

市起臨時停牌，待公司充分與投資者
溝通並刊登相關公告後復牌。

利空出盡 股價將展升浪
招商證券昨發表評論指，罰款金額
和附加條款略超市場預期，股價短期
存在調整壓力，但維持中興5G及物聯
網龍頭、全球競爭實力提升、內生改
善、低估值的整體判斷，此次股價調
整或許是中興未來三年的股價起點。
評論並指，罰款事件塵埃落定，利

空出盡，目前來看，中興在美國的上
游供應鏈並不會受到事件影響，另
外，中興的現金流足以承擔罰款金
額。大摩亦指，中興將有關罰款於去
年第四季入賬是將所有負面因素一次
過消化，該行料中興正常化淨利潤逾
35億元，按年增長10%。

與美和解兼盈喜 中興彈6%
支付69.5億罰款拖累 去年轉蝕26.5億

內房汽車股昨表現亮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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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居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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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亞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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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8

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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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4

45.40

9.24

變幅(%)

+10.6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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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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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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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高域集團昨掛牌，主席朱明豪主持上市
儀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資訊科技
基建解決方案供應商美高域(1985)昨首日掛
牌，表現理想，不計手續費及佣金，一手
2,000股賺5,080元，為今年來最賺錢新股。
該股全日收報4元，較發售價1.46元上升

173.97%，高位4.48元，低位3.68元，成交
9,115.3萬股，涉及3.6億元。
美高域主席朱明豪昨在上市儀式表示，公

司專注核心業務的發展，股價升跌由市場決定。
至於近年公司的純利有所下跌，他指公司大部
分盈利來自政府、學校及商業機構，加上有長
期客戶，收入較為穩定。

民生教育獲IFC華僑城認購
另外，民生教育昨舉行投資者推介會，
外電引述銷售文件披露，民生教育擬以每
股1.24元至1.52元，發行10億股，集資額
介乎12.4億至15.2億元。
銷售文件顯示，世銀旗下IFC已承諾作為

基石投資者認購2,500萬至3,000萬美元股
份，華僑城(3366)同意認購3.32億股。民生
教育預計在3月15日定價，股份在3月22
日上市。
該公司計劃集資所得其中55%用於在中

國境內外收購學校；21%用於修建新校或擴

建現有學校；15%用於償還債務；9%用作
營運資本。
民生教育主要在中國提供優質民辦高等

學歷教育，致力培養專業人才。根據初步
招股文件披露，於去年6月底止，擁有及營
辦的學校，即重慶人文科技學院、重慶工
商大學派斯學院、重慶應用技術職業學院
及內蒙古豐州職業學院(青城分院)的學生入
學人數為30,616名。

江西銀行擬年內在港招股
外電引導消息人士透露，江西銀行擬於
年內在港公開招股。據該行網站顯示，江
西銀行現有註冊資本45.78億元(人民幣，下
同)，資產總額逾2,000億元，共設211個營
業網點等，全行現有逾3,600名員工。
另一方面，弘和仁愛醫療(3869)昨孖展截

止，據6間券商資料，合共為其借出1,590
萬元孖展額，相當於公開發售集資5,000萬
元計，約相當於31.8%認購。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證監會昨核准中金
公司（3908）與中投證券進行合併的事
宜，並要求中金公司防範與中投證券之間
的風險傳遞和不當利益輸送。這使得這項
價值167億元（人民幣，下同）的併購案
又向前邁進了關鍵的一步。

5年內解決同業競爭問題
中證監要求，中金公司應按規定自控

股中投證券之日起，5年內解決與後者的
同業競爭問題，平穩處理現有客戶相關事
項，確保客戶合法權益不受損害，妥善安
置員工，維護社會穩定；同時按有關規定
要求，完成註冊資本變更工作，確保資本
金足額到位，並聘請具有證券相關業務資
格的會計師事務所進行驗資。
刊登在中證監會網站的批覆稱，核准

中金公司通過受讓中投證券有限責任公司
50億元股權（佔出資總額100%）的方式
設立子公司，並核准中金公司註冊資本由

23億元變更為39.85億元。
中金公司去年11月宣佈，擬以增發股

份作為支付對價，收購大股東中央匯金公
司所持有的中投證券100%股權，每股增
發價格 9.95 元（相當於每股 11.55 港
元）。收購完成後，中金公司註冊資本增
至39.85億元，中央匯金公司直接和間接
持有中金公司股權由 28.57% 增 至
58.65%。

市場分工 中金將主攻機構
未來，中金公司將側重經營以機構為

導向的業務，而中投證券將側重以個人為
導向的財富管理及零售經紀業務，適當過
渡期後，兩家公司將一致使用中金品牌。
初步安排是未來中金公司的財富管理業務
並入中投證券，而中投證券的投行、固定
收益、自營、機構銷售等並入中金公司。
中金公司昨收報 11.22 港 元，跌
0.708%。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港股三連升，
恒指曾升穿23,800點，全日收報23,782點，
升101點，三日來已累升230點，成交額略增
至693億元，國指收報10,280點，升0.5%。
另外，受春節錯位及國際大宗商品價格高企影
響，中國2月以人民幣計價突出現貿易逆差，
是3年來首見。分析師認為，導致逆差的原因
應屬短期性，對人民幣匯率影響不大，故對港
股的影響也不大。
中興通訊(0763)成為焦點股，該公司終於
與美國監管部門達成和解協議，支付巨額
罰款，同時今年首季發盈喜，該股大幅反
彈6.1%，收報12.94元，成交高達5.8億
元。市場人士認為，罰款當中的3億美元(約
23.4億港元)可暫緩支付，視乎公司於7年
內，有否遵守協議並繼續接受獨立合規監
管和審計。故此，對中興的資金壓力有所
減輕，公司未來前景看好。

藍籌新貴吉利股價創新高
恒指新貴吉利(0175)再獲追捧，全日抽升
8%，以11.56元新高收市，成交14.4億元，
是藍籌股升幅最佳股份，今年以來股價已升
逾五成。聯通(0762)炒混改，股價升2.1%，
A股更曾漲停。市傳聯通「混改」方案可能
於兩會結束後不久出台，不排除會引入純財
務的戰略投資者，其中騰訊(0700)及阿里巴
巴的可能性較大，引來了市場預先炒作。
內房股續造好，多隻齊創一年新高，世

房(0813)急升一成，越秀地產(0123)急升
6.3%，中海外(0688)升2.7%，萬科(2202)升
3.6%，更是國指成份股表現最好。

港匯走弱 後市氣氛仍審慎
凱基證券董事及研究部主管鄺民彬表示，

市場氣氛仍審慎，觀望美國的非農就業數據、
議息結果及債務上限，加上港股過去兩個月累
積升幅不少，預期港股短期仍會調整。不過，
美國10年期債息走勢穩定，美匯指數亦回軟，

反映市場已大致消化加息因素，加上中國外匯
儲備重上3萬億美元，相信可進一步支撐港股，
23,500點為短線支持位。
不過，值留意的是港匯走弱，資金有流

走風險。隨着美國下周議息日子逐步逼
近，聯儲局月內加息已是預期之內，受美
元轉強影響，港匯自1月中起已反覆轉弱，
由7.75轉弱至7.76，重回去年12月、即美
國此輪加息周期第二次加息的最弱水平，
截至昨晚19：36，港匯報7.7669。

■恒指三日累升230點，昨成交額略增至
693億元。 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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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莊
程敏) 中興通訊 (0763)事

件源自路透社於2012年的報道，中興通訊簽署合
約將價值數以百萬美元計的軟硬件，從一些知名
的美國科技公司出貨至伊朗最大的電信運營商。
路透社此項報道之後，美國商務部即進行調查。
中興通訊被指在2010年1月至2016年1月期

間，在沒有得到美國政府適當的出口許可的情況
下，直接或間接向伊朗付運價值約3,200萬美元
的原產於美國的產品。美國司法部指出，在隨後
的調查中，中興通訊對美國聯邦調查人員撒謊堅
稱付運活動已經停止。美國當局表示，中興通訊
還違規向朝鮮發送283批受到管制的品項。
去年3月美國將中興通訊列入出口限制名單，

禁止美國公司向中興通訊銷售產品等法院批准協
議後，美國商務部工業安全局會建議將中興通訊
剔除。中興董事長趙先明表示，公司承認違反美
國出口管制相關法規，願意承擔責任，將會積極
變革，並已制定新的合規流程及進行重大人事調
整，已經從今次事件汲取經驗教訓。

中興手機佔美國市場10%
中興忍受巨額罰款，原因中興與美國企業有很
多業務往來，除中興的設備部分配件依靠美國提
供，美國亦是中興的重要手機市場。資料顯示，
中興通訊是唯一在美國市場有手機市場佔有率的
中國品牌手機商，當前的市佔率約10%，是美國
市場第4大品牌手機供應商。

香港文匯報訊 「所有的問題都能得到
解決，風險也都將被化解。」中國銀監會
主席郭樹清說。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
告中強調，金融機構要增強服務實體經濟
能力，防止脫實向虛。郭樹清昨天下午在
兩會「部長通道」上被記者追問時表示，
資金脫實向虛等問題都是發展過程中必然
遇到的問題。

問題解決 風險也化解
他說，中國的銀行業總資產規模已經

超越歐元區，成為世界上按資產排列最大
的銀行體系。經過改革開放的發展，銀行
業確實壯大了，今後的金融體系是以銀行
為主的關係，在過程中仍存在一些問題，
包括脫實向虛、房地產、服務實體經濟不
力等問題，出現這些問題很正常，這些都
是發展過程中必須去面對的。他強調，所
有的問題都能得到解決，風險也都將被化
解。
英國《金融時報》統計，截至2016年

底，中國銀行業的總資產達到33萬億美
元，歐元區為31萬億美元，美國為16萬
億美元。

劉士余：滬倫通正論證
另外，中國證監會主席劉士余昨天列

席全國人大全體會議，被問到關於「滬倫
通」準備情況時回應說：「正在論證」。
據《中國證券報》報道，劉士余7日

在列席全國人大地方代表團審議期間，
被問到IPO是否會一直保持目前節奏的
問題時，說：「我感覺你猜得差不
多。」但被問到「資本市場改革要如何
邁大步」時，劉士余則表示，資本市場
改革是要邁穩步，而不是「邁大步」，
貫徹他2月26日在國新辦新聞發佈會上
所說的「風平浪靜好行船」、改革和穩
定是相輔相成的表述。

中銀監郭樹清：
「脫實向虛」等問題可解決

■郭樹清表示，資金脫實向虛等問題都是
發展過程中必然遇到的問題。 新華社

美高域首掛飆1.7倍 一手賺5080元

涉向伊朗轉售美科技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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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通訊與美
國政府就出口管
制調查案件達成
和解，同意支付
近12億美元罰
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