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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查事件打擊氣氛 港股三連跌

渣打：外資對內地市場興趣增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

圳報道）內地捲起監管風暴，排查

「海外併購明星企業」信貸風險，

傳言要求銀行提供海航、萬達、復

星、安邦等企業的貸款情況。昨日

市場上還傳出建行等銀行下達通知

拋售萬達債券，導致其在內地上市

的多隻債券昨日價格暴跌，其旗下

A 股公司也被波及，股價快速跳

水，深圳上市的萬達電影接近跌

停。萬達集團則發佈「嚴正聲明」

稱，網上炒作屬於謠言。

監管風暴勁吹 萬達復星爆災
排查海外併購信貸風險 多家明星級企業中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陳楚倩）路勁基建
(1098)昨宣佈，分拆勁投國際主板上市，每
股招股價介乎4元至5.5元，發售4.185億
股，集資額16.74億至23.02億元，倘超額
配股權獲悉數行使，集資額介乎19.25億元
至26.47億元。
勁投從事收費高速公路業務，旗下5條高
速公路位於河北、山西、安徽及湖南省，
總里程約340公里。公司日前中標屯門住宅
地，主席單偉豹認為，作價合理，項目將
興建細單位，若價錢合理，未來會繼續在
港積極投地，並仍會以住宅項目為主。公
司表示，為使股東可優先參與股份發售，

預期合資格路勁股東將獲邀申請勁投股份
約10%，預期有關股份自國際配售股份當
中提呈發售，基準為每持有17股完整倍數
可認購一股勁投股份。

中金高盛傳任鐵塔IPO保薦人
另外，路透引述消息人士透露，中國鐵
塔已為其集資最多100億美元(約780億港元)
選定上市保薦人，協助中國鐵塔上市的重
責落在中金公司和高盛身上。知情人士還
稱，正式委任中金與高盛仍需董事會批
准，最終的IPO保薦人團隊可能還會有其
他銀行加入。

中國鐵塔擁有並管理內地三大國有電訊
運營商的手機基站。中移動(0941)、中聯通
(0762)、中電信(0728)在2015年10月聯合組
建中國鐵塔，以節約基礎設施投資並削減
管理成本。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梁悅琴)據路透社
消息，長江基建(1038)正與加拿大投資方
展開較量，競購德國計量和能源管理集團
依斯塔(Ista)，該集團的估值可能超過45
億歐元(約392億港元)。

估值或超392億
消息人士稱，長江基建本月早前對依

斯塔提出了無約束力的出價。消息人士還

稱，長江基建正與加拿大養老金計劃投資
委員會(CPPIB)展開競爭。CPPIB現已持
有依斯塔的少數股權，與黑石集團(BX.N)
聯手競購依斯塔的全部股權。
依斯塔由私募股權基金所有。消息人

士表示，已有多家投資方加入競購，其中
包括Brookfield的一家企業以及加拿大安
大略教師退休基金；最終的要約截止日期
定在7月10日。

內媒財新網昨引述某大行人士透露，總
行最新通知，要求排查海航集團、安

邦集團、萬達集團、復星集團、浙江羅森
內里投資公司的境外投資借款情況，並重
點關注涉及併購貸款、內保外貸等跨境業
務風險。

民企近年巨額海外併購惹關注
報道稱，排查對象多是「近年來海外投
資比較兇猛、在銀行業敞口較大的民營企
業集團」。比如海航集團在2016年11月外
匯管理政策正式發生變化之前，當年的海
外投資項目總計超過1,600億元人民幣；安
邦在2016年收購喜達屋受挫之前，頻頻拿
下海外併購的地產和金融項目。萬達和復
星則是更早一批佈局海外收購的民營企
業。這些海外投資項目累計金額越來越
大，引發了內地當局關注，並開始擔心激
進的海外投資最後是否會演變為金融層面
的風險，因此，逐層啟動了風險排查的監
管行動。
昨日上午，內地債市圈還流傳消息稱，

近期有部分銀行的資管部門應要求清倉大
連萬達有關債券。消息導致萬達債券應聲
暴跌，從上交所債券成交情況看，多隻大
連萬達商業地產發行的公司債價格出現較
大波動，「16萬達01（136143.SH）」「15
萬達01（122446.SH）」成交量巨大，價格
下跌近2%。在海外市場，萬達2024年到期
的美元債券價格從112直線下挫至101.9，
跌幅達到9%。

萬達債券遭拋售 萬達電影跌停
此外，萬達在深交所上市的萬達電影的

投資者聽到不利消息後紛紛拋售，該股昨
日開盤後持續下挫，上午收盤前在巨大拋
售壓力下接近跌停，報51.93元人民幣，成
交金額12.4億元人民幣，較平時暴增逾5
倍，此後一直停牌，但其市值較21日蒸發
了66.8億元人民幣，投資者損失慘重。

發聲明指建行拋售債券屬謠言
對此，萬達集團在昨日午間否認了有關

傳言。該集團發佈「嚴正聲明」稱，「今

日網上有人惡意炒作建行等銀行下發通知
拋售萬達債券一事，經了解建行等行從未
下發此類通知，網上炒作屬於謠言」；聲
明又強調「萬達集團經營一切良好，希望
大家不信謠、不傳謠。」萬達商業地產也
發佈公告稱，網絡媒體出現「建行等銀行
下發通知拋售萬達債券」相關傳聞，造成
公司債券價格出現較大波動，目前公司財
務狀況良好，日常運營一切正常，現金流
充裕，無任何償債風險。

復星海航系AH股普遍大插水
復星系與海航的情況亦與萬達類似，在
上海和香港上市的復星國際和復星醫藥午
後大跌，復星醫藥（600196.SH）收盤大跌
8%，其H股大跌5.9%，報29.4港元，盤中
最大跌7.5%，而復星國際(0656)盤中跌幅更
大，最大下跌9.6%，收盤時跌幅收窄，跌
5.8%，報11.74元。不過，海航系A股比較
抗跌，其海航控股收盤時維持平盤，報3.24
元人民幣，其H股海航實業跌6.1%，報
0.31港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歐陽偉昉）渣打
銀行昨發佈人民幣投資者調查，結果顯示
將內地列為首要或頭三個最重要策略的投
資者由去年的49%，上升至61.1%。大中
華及北亞區證券服務部主管Barnaby Nel-
son表示，投資者去年對內地市場看法冷
淡，預期今年的投資額將會反彈，內地市
場將比以往更重要。他建議，追蹤基金必
需投資中國，否則會擴大追蹤誤差。

資金無匯不出情況給予信心
調查披露，52.8%受訪者在之前12個月
保持人民幣投資水平不變，38.1%有所增
加，11.1%有所減少。Barnaby Nelson解
釋，由於去年人民幣匯率相當波動，市場

較關注市場狀況，不過投資人民幣基金可
獲得較高回報，而外國投資者曾擔心內地
資金管制，不准匯出他們在內地的投資，
不過至今情況並沒有出現，因此給予了投
資者信心。他估計今年人民幣匯率會較穩
定。
展望未來12個月，預期增加人民幣投

資的投資者比例由去年的 67%升至
69%，保持不變或不確定者由33%下跌
25%，不過預期會減少的受訪者由0%增
至6%。驅動增加投資的原因，72%投資
者表示是因為新增投資渠道，但同時有
45%投資者認為內地的管理和規則太複雜
令他們減少或維持投資。Barnaby Nelson
指出，投資者需要多花成本研究使用各種
投資渠道，以及法律合規問題，他們也需
要應付本國的監管。

用QFII及RQFII佔比減少不大
隨着內地開放銀行間債券市場

（CIBM）、滬港通、深港通及未來的債
券通，投資者使用原來的合格境外機構投
資者（QFII）和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
資者（RQFII）的佔比減少不大，由去年
38%減至30.8%，不過未來投資者選擇投
資內地，使用QFII的佔比只有15.4%，
低於滬、深港通的 40.4%和直接參與
CIBM的32.7%。
Barnaby Nelson 認為QFII和互聯互通

間缺乏轉換渠道，不符合成本效率，而且
QFII不設每日限額，有利沽貨。不過因
為互聯互通交易較快捷，未來除了被動式
追蹤外，預計舊渠道將被取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偉昉）國
家財政部今年首批70億元人民幣離岸國
債昨在香港發行，利率比上次在去年12
月發行的國債上升，再創歷史新高。據金
管局昨公佈，是次50億元3年期債券平均
息率為3.93厘，超額申請1.58倍，而20
億元5年期債券平均息率為4.05厘，超額
申請1.38倍。

相對上次發行國債，3年期債券平均息
率為3.34厘，超額1.52倍，而5年期共30
億元債券平均利息為3.47厘，起額1.12
倍。財政部自2009年起在香港發行國
債，去年發行額為280億元，不過今年發
行額只有140億元。此外，財政部亦自
2004年以來首次發行20億美元國債，亦
是在香港首次發行美元國債。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內地財新
網報道，內地監管部門於6月中旬要求各家
銀行排查包括海航集團、安邦集團、萬達
集團、復星集團、浙江羅森內里投資公司
在內數家企業的授信及風險分析。消息令
相關公司的上市公司的股債大受影響，當
中復星系及海航(0521)股價均下挫，復星其
後回應傳媒指一切正常。內地再大規模調
查民企，也打擊港股氣氛，恒指先升後跌
20點，報25,674.5點，成交788億元，連跌
第三日。
復星國際(0656)及復星醫藥(2196)昨日均
下挫，收市前跌幅雖收窄，但仍分別跌
5.8%及5.9%。多次投得本港「地王」的海
航，更跌6.1%，同系的國際建投(0687)也跌
5.2%。

短期能否重上25700水平關鍵
至於在深交所上市的萬達電影則下挫
9.9%，並於午後停牌。萬達集團在其官網
發表聲明，指網上有人惡意炒作建行(0939)
等銀行拋售萬達債券一事，經該集團了

解，建行等銀行從未發出該類通知，並鄭
重聲明，集團經營一切良好。
繼安邦系傳出人事變動後，時富證券聯席

董事鄧建初表示，內地再爆出銀監會要求排
查大型民企的風險，的確影響了市場情緒，
令恒指在最多升173點下，午後由升轉跌。
港股三日來累跌約250點，他說，由於恒指
目前已補回25,740點的上升裂口，並跌穿
25,700點支持位，若短期內大市未能回升上
該水平，指數有可能要繼續調整。

炒受惠加價 中資電力股受捧
國指收報10,402點，升9點跑贏大市。主

要因內地計劃允許電企加上網電價，電力
股造好，潤電(0836)升4.8%，是升幅最大藍
籌。另外，華能(0902)昨日除淨下，股價仍
升超過 1%，大唐發電(0991)和中國電力
(2380)亦升超過1%。

大行唱好 中燃氣創逾兩年高
此外，部分能源股也造好，中燃氣(0384)

升9.2%報14.2元，創逾兩年新高。富瑞最

新報告指，中燃氣業績理想，估值便宜，
維持「買入」評級和目標價15.4元不變。
上海電氣(2727)昨日亦曾升逾11%，收市升
4.9%，其A股更升停牌。
內地媒體報道，美國電動汽車生產商特

斯拉(Tesla)與上海政府簽署投資建廠協議，
特斯拉新工廠將落戶上海臨港開發區，特
斯拉在華合作夥伴正由上海臨港、國盛及
上海電氣爭取。

人幣離岸國債利率4厘創新高

長建傳競購德國計量公司依斯塔

路勁分拆勁投上市籌23億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費城聯邦儲備銀行

行長帕特里克．哈克表示，美聯儲可能在
9月份的貨幣政策例會上決定開始縮減高
達約4.5萬億美元的資產負債表。他在英
國《金融時報》本周二的報道中說，美國
經濟復甦已足夠穩健，適合啟動「縮表」
計劃，他建議未來幾個月美聯儲暫停加
息，開始「縮表」並觀察市場反應。

建議未來幾個月暫停加息
哈克認為，美聯儲可能會在9月份的貨

幣政策例會上決定開始「縮表」，但他同
時強調美聯儲尚未作出最終決定。他指
出，如果美國通脹進一步下滑或者經濟數
據變得糟糕，美聯儲可能會推遲「縮表」
計劃。此外，美國國會能否及時通過法案

提高聯邦政府債務上限也是美聯儲決策需
要考慮的因素。
哈克表示，他並未將特朗普政府減稅

政策預期帶來的經濟利好納入其對美國經
濟增長的預測，部分是因為任何增長利好
都可能會被美國貿易壁壘上升而抵消。他
強調，特朗普政府促增長的政策議程缺乏
進展也會影響企業投資信心，一些企業仍
在觀望特朗普政府的稅收和貿易政策將如
何發展。
美聯儲上周宣佈今年以來第二次加

息，同時公佈了縮減資產負債表計劃的細
節。按照美聯儲上周公佈的加息預測，今
年年內美聯儲還有一次加息。但對於美聯
儲下次加息和啟動「縮表」的先後次序，
目前尚無定論。

美聯儲官員：9月或開始「縮表」

■Barnaby Nelson估計今年人民幣匯率
會較穩定。 歐陽偉昉 攝

明星企業遭風險排查影響AH股價急跌
公司名稱

萬達電影(002739.SZ)

復星醫藥(600196.SH)

復星醫藥(2196)

復星國際(0656)

海航控股(600221.SH)

海航實業(0521)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

昨收

51.93元人民幣

30.17元人民幣

29.4港元

11.74港元

3.24元人民幣

0.31港元

變幅

停牌前-9.9%

-8.0%

-5.9%

-5.8%

無起跌

-6.1%

蒸發市值

66.8億元人民幣

65.75億元人民幣

46.16億港元

61.86億港元

0

2.28億港元

■■恒指昨先升後跌恒指昨先升後跌2020點點，，
成交成交788788億元億元。。 中通社中通社

■單偉豹
( 中) 認 為
屯門住宅
地作價合
理，項目
將興建細
單位。
彭子文 攝

■■萬達強調集團經營萬達強調集團經營
一切良好一切良好，，希望大家希望大家
不信謠不信謠、、不傳謠不傳謠。。

■■復星復星AHAH股昨亦成股昨亦成
拋售對象拋售對象。。

■■傳內地排查傳內地排查「「海外併購明星企業海外併購明星企業」」
信貸風險信貸風險，，令市場風聲鶴唳令市場風聲鶴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