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分受「8變3」影響電力及煤炭股表現
H股昨收報 變幅 公司 A股昨收報 變幅

2.59港元 ＋15.62% 大唐發電（0991.HK）、（601991.SH） 4.93元人民幣 ＋10.04%

3.37港元 ＋7.32% 華電國際（1071.HK）、（600027.SH） 4.92元人民幣 ＋4.68%

5.6港元 ＋6.67% 華能國際電力（0902.HK）、（600011.SH） 7.93元人民幣 ＋6.44%

14.3港元 ＋5.46% 華潤電力（0836.HK） （無A股）

（無H股） 內蒙華電（600863.SH） 3.15元人民幣 ＋3.28%

2.35港元 ＋2.62% 中廣核電力（1816.HK） （無A股）

18.2港元 ＋0.66% 中國神華（1088.HK）、（601088.SH） 19.74元人民幣 －0.7%

6.29港元 ＋0.16% 兗州煤業（1171.HK）、（600188.SH） 10.39元人民幣 ＋0.87%

■■市傳內地燃煤電企市傳內地燃煤電企、、煤炭企業及核電企業將煤炭企業及核電企業將
重組合併重組合併。。圖為福建核電站外觀圖為福建核電站外觀。。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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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行評電力行業前景
大和
據市傳的重組方案，主要是燃煤電企、煤炭企業及核電企

業合併，相較股價淨值比（PBR）達1.4倍的核電企業，目
前PBR僅為0.6倍至0.7倍的燃煤電企，可獲市場重估。

麥格理
市傳的重組方案影響燃煤電企正面，因與製煤商合併可對

沖燃料成本風險，與核電公司合併可令燃煤電企業務更多元
化。核電企的影響將較負面，因盈利能力將受拖累，及有被
降評級風險。

德銀
內地電力股受惠減煤價及電費折扣收窄，以及中長期受惠

行業整合，調升內地電力股目標價，首選華電國際
（1071）、華能（0902）及潤電（0836）。

內地火核電企傳重組「8變3」
未上市母公司合併 涉資產規模5.9萬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國企重

組大幕再起。綜合外電和內地媒體報道，新一輪

改革重點集中於「電、鋼和電訊」這三大領域，

包括有8家總資產規模達5.9萬億元（人民幣，下

同）的火電企業和核電企業擬合併重組為3家；

鞍鋼集團準備參與東北特殊鋼集團重組；以及聯

通的混改方案將推出員工持股計劃，正在等待監

管部門審批。有分析指出，國企重組近期動作頻

頻，說明國企改革步伐正在提速，或將成為今年

資本市場的重頭戲。

���

���

���

��

����	

:/����(�1�

� � � � � 

��������%
������%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外電引述
消息透露，中證監透過滬、深交易所，要
求券商在「一帶一路」峰會期間，管理好
客戶的交易行為；由昨日起至16日期間，
一些對市場有影響的操作，會受到更為嚴
格的監管。「國家隊」資金亦準備好在必
要時入市，保持股市穩定。滬指昨終止五
連跌，雖只微升0.06%，但港股升幅顯著
得多，恒指升311點，報24,889點創21個
月新高，成交717億元。國指升146點，收
報10,128點，收復萬點大關。

騰訊股價再創上市新高
大市昨日的上升動力，主要來自重磅股

騰訊（0700）。該股以全日高位250.8元收
市，全日漲2.45%，再創上市新高，單股
成交49億元，為恒指進賬68點，目前該股
市值已逾2.37萬億元。匯控（0005）再升
0.52%，收報67.15元，連升5個交易日。
連帶中資金融股及友邦（1299）亦造好，
友邦全日升 1.74%，國壽（2628）升

2.6%，亦是大市上升的力量。
宏匯證券研究部主管林嘉麒

表示，今年以來，港股表現較
佳，主要是港股升幅及估值較
美股落後，使得目前港股估值
仍相對吸引，令港股仍然繼續
發力。他又指，在資金持續流
入下，恒指有機會續升，但仍
要視乎A股表現。目前內地各
種監管趨緊，肯定影響到股
市。他相信，科網股在具備炒
作概念及資金流入下，將續獲市場追捧；
其次是中資金融股，估值落後令值博率較
高。
有證券經紀指出，大市繼續挾淡友，看

來短期內升穿25,000點心理關口並不難；
若外圍市況與A股配合，現時難以估頂。
不過，在大升市下，成交未見大增，反映
投資者對後市其實抱有戒心。
彭博昨報道內地8大火力及核電相關企

業，將合併成三大企業，消息刺激相關中

資電力股炒高，涉及的華能（0902）全日
急升6.67%，大唐（0991）更炒高15.6%，
華 電 （1071） 則 升 7.32% ， 中 廣 核
（1816）升2.62%。潤電（0836）獲高盛
唱好，目標價升一成至16元，使該股全日
急升5.46%，是表現最好藍籌股；華能亦
是國指成分股升幅最佳。
另外，輝山乳業（6863）被證監會勒令

停牌，恒指公司昨日將該股從所有指數系
列中剔除。

傳「帶路」峰會護盤 港股彈311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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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國企重組方案近日再次進入公眾視野。據彭博引述
知情人士消息，內地正考慮將目前主要火電企業和核

電企業，通過合併重組為3家。分別是：兩家最大的火電企
業華電和國電，將與第二大的核電企業中核合併，合併後的
公司裝機容量將達297吉瓦，資產規模2.04萬億元。五家最
大火電企業之一的大唐或與中廣核以及神華合併，合併後的
公司裝機容量達241吉瓦，資產規模2.09萬億元。另一火電
企業華能以及國電投也將合併，後者持有國家核電技術公
司，合併後的公司裝機容量達262吉瓦，資產規模1.75萬億
元。

鞍鋼擬參與東北特鋼重組
該知情人士強調，此次提議的合併是未上市母公司之間的
合併，並非在香港和內地上市的子公司。目前，官方已經就
該選項向相關企業徵求意見，不過這一選項並非最終方案，
可能存在變數。
除此之外，鞍鋼集團亦正準備參與東北特殊鋼集團的重
組，佔股比例預計為51%。知情人士透露，東北特鋼集團未
來考慮依靠撫順特鋼的平台整體上市。前者計劃全額償付50
萬元以下的債務，未來分期償還50萬元以上的有擔保債
權，超過50萬元的無擔保債權包括公募債券將進行債轉
股。由於目前東北特鋼尚在破產重整程序中，上述重整計劃
還需債權人會議和法院表決通過和批准，因此方案存在不確
定性。

聯通混改推員工持股計劃
另據澎湃報道，聯通（0762）董事長王曉初本周於股東大
會上稱，聯通的混改牽涉部門很多，需要與十個部委溝通。
很多部委溝通是他親自跑的，難度還是不小，但希望愈快愈
好。身為管理層，他希望公司改革後真正獨立營運，不受制
於各個部門的行政命令影響，即使有影響也希望愈小愈好；
又透露這次混改方案包括員工持股計劃：「核心員工和骨幹
均持有股份，沒有什麼大的障礙。」
事實上，近年來國企的兼併重組一直是國企改革的重點內
容之一。國資委直管企業已經由2003年設立之初的196家減
少到2016年底的102家。今年兩會期間，國資委主任肖亞慶
已表示，2017年要深入推動中央企業的重組，重點聚焦鋼
鐵、煤炭、重型裝備和火電等領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
道）國企改革是本輪內地經濟體制改
革的重頭戲。從2015年中央及國務院
頒佈《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
意見》，到「十三五」規劃綱要將國
企改革作為重點工作進一步安排部
署，再到2016年國企改革「1＋N」系
列文件形成，各項改革措施正在陸續

啟動和實施。其中以國企的兼併重組和混
合所有制改革最受矚目，因為這不僅直接
影響到資本市場，也是國企「做強做優」
的必然選項。

助推動供給側結構改革
對於近期國企重組傳言頻頻，著名經濟

學家宋清輝昨日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這
說明國企改革步伐正在提速，或將成為今
年資本市場的重頭戲。他認為，國企重組
將有助於國企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不斷增
強國有經濟活力和抵禦風險的能力，並最
終推動供給側結構改革。
中國企業研究院首席研究員李錦則分析

稱，「十三五」期間，重市場、促調整、
轉方式和引民資將是國企改革的重點任

務，特別是「三個一批」，即清退一批、
重組一批、創新發展一批將是「十三五」
期間貫穿始終的舉動。這其中以「三個一
批」為特點的重組以及混合所有制改革將
是國企改革的重要措施。
此外，國資委副主任張喜武指出，中央

企業的重組不是搞行政的「拉郎配」，也
不是搞簡單的「歸大堆」，更不是搞新的
壟斷，不會出現一哄而起的「重組潮」；
將堅持成熟一戶、重組一戶的原則，致力
於達到「1＋1大於2」的效果。

有利改善國企資源運用
國資委主任肖亞慶早前亦曾指出，國企

改革現在要把「做強做優」擺在更加突出
的位置。有些企業通過兼併重組，進一步
改善資源運用。以寶鋼和武鋼為代表的中
央企業重組，不僅去了產能，質量和效益
亦有提升。另一方面，開展產業重組有利
於連接產業鏈的上下游，收縮調整戰線。
他還強調，隨着「一帶一路」建設的不斷
推進，開展產業重組有利於中央企業整合
優勢產能，突出重點領域，推動國際產能
與裝備合作。

專
－
家
－
分
－
析

市傳「8變3」合併方案
合併企業 合併後裝機容量 資產規模

華電、國電、中核 297吉瓦 2.04萬億元人民幣

大唐、中廣核、神華 241吉瓦 2.09萬億元人民幣

華能、國電投 262吉瓦 1.75萬億元人民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
道）內地再掀起行業大重組序幕，回顧以
往改革皆為相關股份帶來刺激，反映市場
對國企「做強做優」有憧憬。以聯通
（600050.SH）（0762.HK）為例，該股
向來是A股的混改明星，即便去年業績同
比大幅下滑超九成，但乘着數波混改傳
聞，股價依然彪悍上行，大幅跑贏滬綜
指。

大幅跑贏滬綜指
去年10月9日，聯通發佈公告，首次曝

出即將混改，自此便歷經一番狂炒。消息
公佈次日，聯通A股直接飆升逾5%，第三
日封漲停。9月，聯通月線還收綠，10月
則因混改大招鹹魚翻身，期內狂飆24%。
11月，聯通與BAT先後簽署合作協議，即
有猜測稱聯通混改最終可能引入阿里、騰
訊和百度，雖然最終未得證實，卻無礙一
眾投資者瘋狂追漲。11月，聯通A股再飆

30%，12月依然漲勢不止，期內累計上行
10%。
除了1月，聯通A股股價回調了11%

外，2月和3月再回上行通道，分別又上漲
了7%和6%。對比去年10月起滬綜指的表
現，真可謂天淵之別。聯通混改領頭羊的
桂冠，絕非徒有虛名。從去年10月10日，
至今年3月31日（之後處於停牌狀態），
聯通股價累計暴漲了80%，期內滬綜指僅
小幅攀升了7%。
鞍鋼集團同樣隸屬A股混改大軍。去年

6月有消息稱國企混改第一批試點或即將
啟動，東北望成改革重點區域，且鞍鋼集
團已經參加了發改委東北振興司組織召開
的央企混合所有制改革試點工作座談會。
之後兩個月，鞍鋼股份迅速回應利好，分
別上漲7%和10%，11月再升15%。12月
又有消息稱，第一批列入混改試點的公司
方案將出，次月鞍鋼股份又借勢拉升了
20%。

重組混改成資本市場重頭戲

憧憬國企改革 聯通A股熱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內地A股
公 司 杉 杉 股 份 旗 下 富 銀 融 資 租 賃
（8452），今日起開始公開招股，招股價
1.31元至1.87元，擬發行8,984萬股，相當
於已發行股份的25%。其中10%用於公開
發售，90%用於配售，計劃集資約1.18億
元至1.68億元，每手2,000股，入場費約
3,777.7元。

今招股 入場費3777元
公司今日起至5月15日公開招股，預計
本月23日掛牌，保薦人為東興證券。招股
書透露，本次集資75%用於擴展融資租賃
業務，20%用於擴展保理業務，5%用於營
運資金和一般企業用途。
富銀融資租賃總經理李鵬表示，過去兩
年公司沒有錄得不良資產；風險管理方面
控制嚴謹，並設有既定程序選擇客戶，包
括「看不懂的不做」、「客戶不配合不
做」、「企業太複雜不做」等。客戶多為
主營單一類型業務的企業，並有足夠的淨
流動資金覆蓋率，不會以新債取締舊債。

李鵬認為，銀行借貸下獲抵押多為不
動產，公司不想有任何違約事件發生而
需要拍賣客戶資產，因此風控一直較嚴
謹。他又指，看好醫療及新能源的融資
需要，前者鮮有倒閉，後者是未來發展
趨勢。
富銀主營融資租賃、保理和諮詢服務三

大業務，融資租賃業務佔收比重超過五
成，截至2016年年底，快消品、醫療設備
和可替代能源分別佔融資租賃收入23%、
27.6%和28%，2014年、2015年和2016年
盈利分別為479萬元、707萬元和1,617萬
元。

電訊數碼今轉主板買賣
另外，電訊數碼（8336）日前公佈，獲
原則上批准由創業板轉至主板上市。其於
創業板最後買賣日期為5月9日，股份將於
5月10日起在主板買賣，編號6033。另
外，公司昨公告指成功買入皇后大道西一
個商舖，涉資2,500萬元，擬用作旗下零
售店舖。

富銀租賃「三不做」避風險

本疊內容：財經新聞 副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