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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港百萬富翁最擔心地區政治風險

史上最難估時期 現金為王
創興：輝山已脫 1 期還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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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壽售首元交易仍待批
創興與其他 4 間本地銀行早前出售香
港人壽予首元，輝山主席楊凱為首元的
股東之一。劉惠民指沒有收到交易中止
的通知，交易目前只待監管機構批准。
至於交易何時完成，他指保監處將於 6
月改組為保監局，因監管機構交接需
時，預計今年能將交易入賬的機會很
低，至於會否派發特別息需視乎股東整
體利益，平衡市場和業務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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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慧敏(左)看好中資股表現，相信內地資金會持續流入港股。
陳楚倩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瑞銀財富管理昨發佈








「瑞銀投資者觀察」報告，發現本港近 80%百萬富翁認





為經濟難測，近半受訪者今年將增持現金。當中 52%受





訪香港百萬富翁預計自己的財務狀況在未來 12 個月內將





有所改善。富人最擔心地區政治和社會狀態對經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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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大，內地政治風險是他們第二個擔心的問題。

79%的百萬富翁承認受資訊膨脹之苦，而
80%承認短期風險與不可預測事件令他們無
法專注於長遠規劃。

此感到悲觀。
感到樂觀的主要原因在於能夠尋找安全的
投資選擇；71%的受訪者認為香港市場是安
全的投資，認為實體資產和現金安全的受訪
者分別為79%和77%。

52%仍樂觀 料財務狀況將改善

美年內或再加息2次 銀行受惠

根據瑞銀信心指數，近半
（47%）
的香港百
萬富翁對未來持樂觀態度，只有 15%感到悲
觀。52%的香港百萬富翁預計自己的財務狀
況在未來的12個月內將有所改善；而相比之
下，僅有 11%的香港百萬富翁預計自己的財
務狀況在未來的12個月內會變差。五成受訪
者對未來的個人財務狀況和宏觀經濟背景感
到樂觀，相比之下，只有 12% 的受訪者對

展望未來環球市況，瑞銀財富管理投資總
監股票分析師霍慧敏昨表示，美國今年仍然
會再加息兩次，利好本港金融機構淨息差的
表現，但房託及公用股的表現就會受到影
響。
另外，隨着澳門博彩業進入高峰期，博彩
收入持續回升，部分博彩股可望受惠， 預期
恒生指數短期內會窄幅上落。

接近八成的香港百萬富翁認為，目前處
於歷史上最不可預測的時期。大約

霍慧敏亦看好在港上市內地企業的表現，
主要由於內地 A 股較受政策影響，部分中小
企估值偏高，相信內地南下資金會持續流入
有關。

北水將續湧港 佔大市成交增

一手賺10元。

飛鶴遞主板上市申請
另一方面，內地嬰幼兒配方奶粉公司中國
飛鶴向聯交所遞交主板上市申請。集資所得
款項將用於建造金斯頓、泰來廠房，償還澳
門國際銀行之貸款及利息，營銷活動和消費
者育兒教育活動等。初步文件顯示，飛鶴在
內地品牌中佔據 16.9%的市場份額，及在整
體市場中佔據7.7%的市場份額。該公司為內
地少數使用鮮奶，而非奶粉作為主要原材料
的品牌。截至去年底，該公司溢利 5 億元人
民幣，按年增31.01%。

永明推強積金平均差距指數
香港文匯報訊 永明資產管理將推出全港首
個「強積金平均差距指數」，旨在提醒市民應
注意強積金內各基金表現的差異及對日後退休
的影響。「強積金平均差距指數」以季度形式
計算，列出個別基金類別內表現最佳和表現最
差基金的回報差距；指數值愈高，代表平均回

報金額差距愈大。

提醒打工仔關注強積金表現
該公司舉例指，假設成員 A 及成員 B 分別
於 2017 年首季把 10,000 港元平均投資於 18
個基金類別內表現最佳和最差的基金的情

尚捷孖展超購逾232倍
至於本港服裝供應鏈管理服務供應商尚捷
(8183)及本港水流循環系統承建商浩柏國際
(8431）昨孖展已截止，當中尚捷孖展合共已
借近18.66億元，已超購逾232倍，而浩柏則
仍未足額認購。
本港財務服務供應商建泉國際(8365)昨已
截止公開發售。
市場消息透露，其已錄得11倍超額認購，
其招股價範圍是 0.68-0.88 元。建泉將在下周
五掛牌，保薦人為德健融資，安排行尚有平
安證券。

況下，該 10,000 港元投資的平均回報金額
差距約為 317 港元，指數值為 317；而在這
季度內，基金表現差距最懸殊的為亞洲(日
本及香港除外)股票基金類別，指數值為
821。
永明資產管理(香港)行政總裁顏建華相
信，透過推出該指數可提高市民對定期監察
其強積金組合表現的警覺性。

騰訊再創新高 市值破2.5萬億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美國總統特
朗普的政治危機繼續發酵，成為大市的「黑
天鵝」，拖累美股大挫不止，港股也跟隨裂
口低開 259 點，曾低見 25,025 點。但大市在
25,000點有支持，主要因為騰訊(0700)季績勝
預期，加上獲市場唱好，「最牛」看騰訊
315 元，令該股逆市揚升，大市跌幅一度收
窄至不足 30 點。恒指全日跌 157 點，收報
25,136點，成交大升至926億元。

大行唱好 里昂「最牛」看315元

■港股昨一度挫 268 點，
收跌 157 點，成交大升至
926億元
926
億元。
。
中通社

由於季績理想，多間大行遂上調騰訊的目
標價至 300 元之上，當中以里昂「最牛」，
給予 315 元目標價，令該股先跌後升，最高
曾升 4.5%衝上 271.4 元上市新高，全日則收
報 264 元，升幅收窄至 1.62%，但仍再創盤
中及收市新高。全日共有 143.7 億元資金掃
貨，使騰訊市值升至2.5萬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偉昉）上
月匯豐致函輝山乳業(6863)指一筆 200 萬
美元貸款經已違約，有份參與銀團貸款
的創興銀行(1111)執行董事兼副董事總
經理劉惠民昨在股東會後記者會上表
示，輝山的還貸經已脫期 1 期，他指銀
行一直有監控貸款風險，輝山的風險在
可控範圍內，現正估計對創興影響，惟
不認為影響很大。該行有參與銀團貸款
的追索團隊，未就違約入稟起訴。

不過，有證券經紀表示，資金吸納騰訊，
或與瑞聲(2018)再被狙擊有關，使一些科技
股資金對部分科技股存戒心，故大量流入騰
訊，預計騰訊升穿 300 元不難，但其他科技
股或會續下調。

葛咸城窮追猛打 瑞聲插10%停牌
葛咸城研究昨日再發表沽空報告，狙擊瑞
聲不單令該股再大跌，其他科技股也被拋
售。首當其衝的瑞聲跌過 11%，到下午 3 時
17 分，瑞聲更中途停牌，停牌前跌 9.8%報
82.6 元。連摩通也加入質疑行列，稱瑞聲雖
然回應了部分沽空機構的指控，但仍有多個
問題尚待釐清，包括與關連公司的貸款規
模，以及外判業務毛利為何能高於同業，認
為瑞聲回應有關指控前，投資者應暫時避開
瑞聲至少3至6個月。
科網股及手機股表現受拖累，IGG(0799)

不會因新措施削發展商借貸
金管局上周出招收緊銀行對地產商的
地價和建築成本借貸上限，劉惠民指新
指引對該行沒有多大影響，目前該行的
地價貸款比率接近指引成數。他指創興
的借貸風險管理保守，貸款時會衡量發
展商的實力、業績，以及地價的估值，
無需要更改審批政策，不會因新措施收
縮對發展商的借貸。他又指從觀察最近
的投地，發展商並未因辣招退縮，反映
發展商有實力，並不需要靠借貸投資，
惟相信只要市場有交易，銀行的生意機
會也會增加。

彩星下半年推新產品 冀扭轉業績

她料未來一年南下資金佔整體大市成交的
比例， 由現時一成多增長至兩成。
她指，個人對美股持正面看法，主要由於
美國企業首季盈利增長理想，估計全年盈利
增幅可望維持高企。雖然美國總統特朗普有
被彈劾的機會，市場亦都擔心特朗普實現競
選承諾的進展或會受影響。但另一方面，早
前特朗普撤回醫改議案後，市場已經調整特
朗普政策對經濟帶動作用的預期。

交銀國際暗盤逆市升 一手微賺50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交銀國際
(3329)今日首掛，昨暗盤價逆市升，一手最
多賺50元。該股本港公開發售部分錄得超額
認購 1.53 倍，每手中籤率為 100%。國際配
售部分則獲適度超額認購，而來自合資格交
通銀行 H 股股東的優先發售部分錄得超額認
購 0.69 倍。每股定價為 2.68 元，估計集資淨
額16.84億元。
據輝立交易場資料顯示，交銀國際暗盤開
市報 2.69 元，較招股價 2.68 元，升 0.37%，
之後高見 2.73 元，升 1.866%，並以高位收
市，每手 1,000 股，不計手續費，一手賺 50
元。而在耀才新股交易中心，交銀國際暗盤

■劉惠民稱，現正估計輝山貸款對創興
影響，惟不認為影響很大。
歐陽偉昉 攝

■杜樹聲指，現時生意處於低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美婷）彩星集
團（0635）早前發盈警，截至今年3月底
首季收入及除稅前溢利較去年同期下
調。董事會主席杜樹聲昨日出席股東會
後表示，現時生意處於低位，期望下半
年推出美國時代華納旗下卡通片的產

品，可扭轉集團業績。
杜樹聲表示，去年同
期旗下代理產品「忍者
龜」被推上銀幕，令去
年首季生意明顯增加，
基數較往年高。另外，
「忍者龜」第四個系列
將於明年第一季推出，
現時處於最新系列推出
的交接期，因此今年首
季只是保持周期收入，
生意處於低位。
集團今年 1 月推出美
張美婷 攝 國夢工場旗下卡通片
「百獸王」，下半年將
推出美國時代華納旗下卡通片「少年勇
將 （Ben10） 」 。 杜 樹 聲 表 示 ， 收 購
「少年勇將」版權的計劃已有 2 年，最
後在眾多競投者當中脫穎而出，期望該
產品會為今年業績作出貢獻。

長港敦信遭證監勒令停牌
香港文匯報訊 長港敦信(2229)昨於開
市前發通告，指依據證券及期貨規則之
條例第8(1)條，聯交所應證監會之指令，
於昨早9時正起，停止長港敦信股份的買
賣。該股自去年 1 月 20 日起已經停牌，
停牌前股價報 0.51 元，公司市值 6.08 億
元。這是繼輝山乳業(6863)之後，近日新
一隻港股被證監會勒令停牌的股份。

年度賬目涉重大失實或誤導
長港敦信昨日的通告指出，公司被勒
令停牌，原因為證監會認為該公司截至

曾創 13.08 元新高後，午後開始倒插，最終
大跌 13%。手機股舜宇(2382)收市挫 3.6%，
丘 鈦 (1478) 挫 6.3% ， 比 亞 迪 電 子 (0285) 挫
4.2%，通達(0698)亦跌4.7%。

2015 年度的年度賬目、相關業績公告及
該公司有關股份配售及債券配售的公佈
包含重大失實、不完整或錯誤引導資
料。證監會認為，暫停公司股份買賣乃
屬必要或適宜之舉，有利於為公司股份
維持一個有序公平的市場；同時，暫停
股份買賣符合投資大眾或公眾的利益。

公司就相關指令尋法律意見
長港敦信表示，董事會目前正就相關
指令尋求法律意見，並將適時作出進一
步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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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網股遭殃 科通芯城曾喪插31%
最令市場愕然的是首季多賺 33%的科通芯
城(0400)，被市場質疑其業績「太好」，使
該 股 曾 一 度 大 跌 31% ， 收 市 跌 幅 收 窄 至
6%。除了中小科技股外，市場傳出連中國
聯通(0762)的業績亦涉嫌造假，消息拖低聯
通股價逾3.2%，中電信(0728)亦跌逾1%。

恒指換馬 舜宇能否染藍受關注
國指收報10,271點，跌幅0.7%。市場關注
恒指本周五換馬，市場預期百麗(1880)高危，
舜宇或會成藍籌新貴，但瑞聲的情況會否影
響到舜宇「染藍」，則要密切觀察。
藍籌中除騰訊表現亮眼，之前曾急跌的國
泰(0293)再升 2%，收報 11.32 元，收復 250
天線平均線。港鐵(0066)列車服務雖然又出
事，但仍創50元上市及49.65元收市新高。












 

科網軟件股昨普跌
名稱

股號

昨收(元) 變幅(%)

IGG

0799

11.08

-13.0

慧聰網

2280

6.68

-6.6

科通芯城 0400

10.00

-6.0

金山軟件 3888

21.35

-4.9

擎天軟件 1297

2.35

-4.1

騰訊控股 0700

264.00

+1.62

博雅互動 0434

3.92

+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