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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指成份股研加入紅籌民企
券商料看齊藍籌共50隻 將增炒作題材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恒指服務公司昨宣佈季檢結

果，藍籌與國指成份股都無變動，但該公司表示將回應市場

意見，把紅籌股及民企納入國企指數。該公司正研究加入的

紅籌及民企合適數目、挑選的準則，以及如何減低可能對市

場的影響，8月將詳細公佈。市場人士認為，對個別大市值

的紅籌及民企股，將有正面影響，而騰訊(0700)幾乎可以篤

定成為國指成份股。另外，中移動(0941)、中海油(0883)、

中信(0267)、潤置(1109)等，也是晉身國指的大熱。

訊匯證券行政總裁沈振盈表示，短線
對個別紅籌股有利，部分大紅籌或

有炒作。他認為，紅籌指數對港股的影響
力已愈來愈低，將部分具質素的紅籌股轉
到國指成份股，將國指變成一隻純粹代表
中資股表現的指數，實為大勢所趨。他估
計，國指的總數會增加，起碼由目前的40
隻，增至跟藍籌的50隻看齊，才較有代
表性。

港股結束3連跌 殺熊近尾聲
新鴻基金融財富管理策略師溫傑則認為，
由於大紅籌及騰訊本已在藍籌中，故吸引基
金再追貨的意慾不大，反而在國指排較後位
置的股份，如國航(0753)、龍源(0916)等，
或多或少會受到壓力。此外，吉利(0175)、
蒙牛(2319)等，都是有機會晉身國指的中型

民企，會被炒作的空間其實更大。
港股方面，昨日結束三連跌，升38點，

報25,174點，成交縮至708億元，全周累計
微升18點，連升兩星期。本港樓市持續熾
熱，金管局再出招「加辣」。溫傑認為，新
措施主要針對投資者，對樓價的影響不大，
但由於地產股已屆高水平，故該板塊或借勢
下跌。他又說，目前大市的阻力上移至
25,634點，但需注意的是熊證已被屠殺得七
七八八，所以大市有調整的條件。

騰訊除淨再破頂 內房股爆升
科網股「散水」，資金轉炒內房股，多
隻內房股升幅顯著，恒大(3333)獲上調信貸
評級，一度高見9.77元創上市新高，收市
仍升9%，碧桂園(2007)曾創逾9年高位，
收市仍升6%，融創(1918)升5.7%。不過，

國指仍要跌4點報10,267點。
騰訊繼續是升市功臣，除淨後股價繼續

強勢，盤中再創上市新高，單隻貢獻恒指
50點，連升第三日，收市升1.9%。

成功試採可燃冰 油服股炒起
內地宣佈成功試採南海的可燃冰，預期

上游海上鑽探業務將受惠，刺激油服股走
高，中海油田(2883)升逾3%，中石化油服
(1033)升 8.7%，巨濤油服(3303)更大升
12.5%。
沽空機構再發報告狙擊，今次愈來愈少

投行現身撐瑞聲(2018)，手持該股的投資者
相信甚為擔憂，證監會主席唐家成昨日拒
絕評論瑞聲事宜，但表示若有違規，該會
將即時採取行動。瑞聲昨繼續停牌，該股
停牌前報82.6元。

新西蘭總理與李澤鉅會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債券
通」即將推出，對於市場擔心即將開設的
債券通初期交投冷淡，交銀國際(3329)董
事長譚岳衡昨出席公司掛牌儀式後表示，
債券通之後會再有「其他通」，未來還有
很多兩地金融的互聯互通會搭建，雖然措
施推出初期未必活踴，但不應該只着眼於
一個時間點。他對於債券通目前「先北後
南」、散戶不能參與的設定並不感失望，
相信公司可抓緊機會。

交銀國際首掛升1.5%
交銀國際昨首日掛牌，全日收報2.72

元，較發售價 2.68 元上升 0.04 元或
1.49%，成交金額2.43億元，一手1,000股
賺40元。

將先開拓港周邊市場
對於公司經紀佣金下滑，譚岳衡指，交

銀國際提供綜合性服務，不只依賴佣金收
入，因此不擔心。又指交銀國際上市後將
先開拓香港周邊市場，例如東南亞地區
等。對於內地去槓桿或令金融市場經歷陣
痛會否影響業務？他認為去槓桿長遠而言
對內地有利，相信市場可受惠於國家調整
政策。

交銀國際：債券通不應着眼短線

■交銀國際昨掛牌。交銀國際董事長譚岳衡、中聯辦副主任黃蘭發、證監會主席唐家
成、中聯辦經濟部部長孫湘一及其他嘉賓出席上市儀式。

3香港推「企業流動錄音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莊程敏)環球金融監
管漸趨嚴謹，歐美部分監管機構均規定要
求銀行就投資產品的銷售過程進行錄音，

惟現時市場上對應相關規定的錄音系統只
適用於固網電話，缺乏適用於監管流動裝
置的錄音方案。和記電訊(0215)旗下3香港
昨宣佈，與IPC合作推出「企業流動錄音
服務」，針對金融業對外及對內的嚴格監
管要求而度身設計。

最快月底推出 月費730元
3香港企業市場總經理易頌銘在記者會後

稱，這項服務早於兩三年前已應業界意見
開始研發，預計最快本月底可推出，月費
為730元，儲存費用會按企業使用量額外
收費。功能包括透過以SIM 卡為本的錄音

服務，終端用戶不能擅自停止錄音功能，
以配合內部監管要求。該方案的錄音功能
於接通電話後自行啟動，故不影響通話質
素，客戶可按各自需要將錄音儲存於企業
伺服器或雲端，方便管理及存取，大大提
升企業的工作。

另合推流動裝置保安方案
另外，由於「黑客」問題愈趨嚴重，3 香
港與網絡保安服務供應商Check Point及
Blackberry 合作，推出針對大型企業的流動
裝置保安方案SandBlast Mobile 服務，功能
包括：偵測和攔截通過Simple Mail Trans-
fer Protocol（SMTP）電子郵件傳遞的惡意
軟件，提供雲端控制台，為企業的保安和流
動團隊提供有關威脅的即時情報等。

香港文匯報訊 阿里健康（0241）宣佈，將
以總代價38億元向母公司阿里巴巴集團收
購天貓保健食品業務部門，公司計劃以發
行新股悉數支付收購代價。受注資消息刺

激，阿里健康昨早股價一度大升12.3%至
3.83元，收報3.79元，升11.14%。
公司擬按每股3.2元，向阿里巴巴的全資

附屬公司Ali JK Nutritional Products Hold-

ing Limited發行11.875億股新股支付收購
代價。
阿里健康是次收購的業務擁有逾950名

目標商家獲天貓主體授權於天貓銷售目標
產品。截至今年3月底止財政年度的商品
交易額約27.72億元人民幣(約 31.3 億港
元)，擁有約1,181萬名年度活躍買家。

香港文匯報訊 股價近日大波動的科通
芯城（0400），昨平收10元。公司管理
層周四（18日）在市場上回購619.8萬股
股份，每股作價7.96元至10.1元，涉資
5,793.23萬元。公司昨宣佈，控股股東兼
首席執行官康敬偉及第二大股東姚怡，基
於現有的股價情況，並確信集團未來發展

穩定，計劃於公開市場增持公司股份。
科通芯城管理層表示，增持股份充分體

現了股東對集團前景相當樂觀。集團前天
公佈的2017年第一季度業績繼續保持強勁
增長，線上交易客戶數目較去年翻倍，形
成支撐科通芯城業務發展的重要基石，延
續我們強勁增長的主要動力。

香港文匯報訊 新西蘭總理Bill Eng-
lish ( 左二)及新西蘭駐港總領事 Gabri-
elle Rush ( 左一) 昨於長江集團中心與一
向於新西蘭有投資的長江基建集團及長
江生命科技集團主席李澤鉅(右二) 、長江
基建集團董事總經理暨長江生命科技集
團總裁及行政總監甘慶林(右一) 會面。
長江集團自2008年投資於新西蘭，於
該國擁有基建及農業相關業務，總投資

額約15億新西蘭元，項目包括新西蘭具
領導地位的廢物管理公司EnviroNZ、
服務新西蘭首都威靈頓及周邊的大威靈
頓地區之配電商 Wellington Electrici-
ty 、澳紐地區最大的製鹽及煉鹽商
Cheetham Salt ，以及於新西蘭擁有葡
萄園資產組合的 QWIL Investments
(NZ) Pty Ltd。長江集團於新西蘭的僱員
數目逾一千人。

香港文匯報訊 銀行公會署理主席龔楊
恩慈昨於銀行公會例會後表示，早前人行
公佈批准「債券通」在港推出，對香港及
內地的發展皆有正面影響。對於「債券
通」實施初期先開通「北向通」，她持正
面看法，指「債券通」比「滬港通」、
「深港通」等複雜程度更高，故「先北後
南」才能令「債券通」有更好發展。

龔楊恩慈表示，對香港而言，「債券
通」能強化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亦增加來港的機構投資者數量，為香港帶
來資金沉澱及債券交易的好處。對內地市
場而言，「債券通」能推動內地債券市場
更國際化，境外投資者可以增加人民幣資
產投資的渠道，令離岸人民幣交易量增
加。

■ 易 頌 銘
(中)稱，由
於方案的錄
音功能於接
通電話後自
行啟動，故
不影響通話
質素。
莊程敏 攝

兩大股東擬增持科通芯城

銀公：債券通先北後南更利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莊程敏)商務及經濟
發展局局長蘇錦樑昨出席第二屆香港跨境電
子商務高峰論壇致辭時表示，「一帶一路」
分別指的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
絲綢之路，跨境電商將會成為一條非常重要
的空中絲綢之路，與海、陸兩路互相呼應、
互補優勢。跨境電商不止需要發展線上，還
要結合線下實體店的傳統優勢，透過線上引
流線下行銷，形成「1加1大於2」的效應，
以更有效地接觸廣大消費群。

可與傳統產業共拓新興市場
蘇錦樑續指，這個線上線下的融合亦正

好體現了習近平主席的一席話：「我們使
用的不是戰馬和長矛，而是駝隊和善意；
依靠的不是堅船和利炮，而是寶船和友
誼。」套用國家領導人的說話，我們正在
打造一個互惠共贏的「利益共同體」和共

創繁榮的「命運共同體」。跨境電商應該
把握這個歷史機遇，與傳統產業併船出
海，共同搶佔新興市場的同時，實現互惠
共贏的新經濟常態。
香港跨境電子商務協會副會長蘇啟民指

出，香港在電子商務方面較內地落後，原
因是市場細，吸引不到商家主動發展，但
內地互聯網網民達6.88億人，加上中產崛
起，跨境電子商務市場潛力很大，信息產
業將會成為新經濟重要部分。

王瀾：中銀擁跨境服務優勢
另外，中銀香港網絡金融中心副總經理

王瀾在論壇上表示，中銀香港實力雄厚，
有助香港發展跨境電子商務，同時能依託
母行續發揮跨境優勢，例如進出口線上支
付結算、外匯保值增值、跨境融資及跨境
撮合等服務。至於創新研發方面，他指

出，分行櫃枱推出生物識別服務，去年底
樓宇按揭業務應用區塊鏈技術，分行旗艦
店亦配置機械人助理，作歡迎客戶及宣傳
用途。

香港文匯報訊 中電控股(0002)昨公佈，
收到由Iona燃氣廠買方Lochard Energy的
申索陳述書，要求賠償約 9.67 億澳元
（55.82億港元）。中電稱將對索賠作出強
力抗辯，並指基於現有資料，認為該索賠
導致集團有重大的經濟利益流出的可能性
不大。中電昨收報82.95元，跌1.367%。
中電於2015年12月透過其非直接全資

附屬公司 EnergyAustralia 以現金總代價

17.8億澳元（99.91億港元）完成出售位於
澳洲維多利亞省西南部的Iona燃氣廠全部
權益予Lochard Energy。
中電表示，EnergyAustralia及其子公司
EnergyAustralia Investments 收 到 由 Lo-
chard Energy發出的申索陳述書，要求索
取賠償損失約9.67億澳元或7.8億澳元，
並指稱出售協議中對有關Iona燃氣廠技術
表現的若干陳述欠缺完整或具誤導性。

蘇錦樑：跨境電商將成空中絲路

■ 蘇 錦 樑
稱，跨境電
商將會成為
一條非常重
要的空中絲
綢之路，與
海、陸兩路
互相呼應、
互補優勢。
莊程敏 攝

澳洲買家索償56億 中電稱將抗辯

內房股昨表現亮麗
名稱

中國恒大

碧桂園

旭輝控股

新城發展

融創中國

中海外宏洋

綠城中國

花樣年

招商局置地

雅居樂

股號

3333

2007

0884

1030

1918

0081

3900

1777

0978

3383

昨收(元)

9.48

8.20

2.81

2.13

11.10

3.89

7.48

1.20

1.38

6.41

變幅(%)

+9.1

+6.1

+6.0

+6.0

+5.7

+5.7

+4.9

+4.3

+3.8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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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健康獲注天貓保健涉38億

■■港股昨成交縮至港股昨成交縮至708708億元億元，，
全周累計微升全周累計微升1818點點。。 中通社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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