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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價股災 證監港交所緝兇

摩笛唱好 大笨象變飛象
港股助興 急升281點 撲26000

多隻銀行股造好，除因聯儲局的年度
壓力測試中，33家銀行均順利通

過壓力測試，市場隨即憧憬跨國大型銀
行將有條件回購股份及增加派息，當中
匯控更被摩根士丹利唱好。大摩指，巿
場對匯控的關注重點，已由派息轉移至
其如何運用其過多的資本，由於匯控本
港業務淨息差，將受惠於美國加息及低
貸存比率，加上英國「脫歐」後，料當
地業務仍可維持強勁，故重申匯控「增
持」評級，目標價上調20%至84元，此
相當預測2019年有形每股資產淨值1.5
倍。

匯控創兩年新高 領漲銀行股
大摩同時還上調匯控未來三年每股盈

測4%至8%，料未來三年每股派息各為
0.51、0.51及0.52美元。匯控股價昨日
最高曾見73元，創下兩年新高，成為最
強藍籌，其正股成交額多達85.2億元，
另外其窩輪成交也超過20億元。
除了匯控，其他銀行股也受惠，渣打

(2888)升超過 4%，恒生(0011)升超過
2%，連日強勢的中銀(2388)股價昨日曾
升過4.5%，見39.5元的上市新高，全日
仍升3.2%報38.9元。

炒債券通將啟動 港交所受捧
市場憧憬「債券通」快將實行，互聯

互通渠道進一步擴大，港交所(0388)因

而升超過1%。強勢股還有吉利(0175)，
該股昨曾升至17.42元的上市新高，收
報17.28元，升幅近5%，是升幅第二大
藍籌，帶動其他汽車股如比亞迪(1211)
升逾1%，廣汽(2238)升逾2%。市傳神
華(1088)下個月將收購A股上市的國電電
力，神華大升4.4%。中移動(0941)及騰
訊(0700)則靠穩。

升幅不全面 後市料仍反覆
獨立股評人陳永陸表示，昨日恒指雖

然造好，並持續創出2015年後新高，但
國指仍然落後，反映港股升勢並不全
面，就算50隻藍籌中，也不是所有股份
在過去3個月都有理想表現，故料港股
後市仍反覆。國指昨升 23 點，收報
10,432點。

爆災股未脫險 博反彈宜小心
近日市場有多隻細價股急跌，就算

昨日有部分「當災」細價股從低位大
幅反彈，但由於不少股份已累跌達八
至九成，所以仍可能有後遺症。他指
出，引發如此大規模的股價波動，同
時急跌的股份涉及數十隻，相信證監
會及港交所應會介入調查，隨時有股
份被要求停牌，呼籲撈底博反彈者宜
小心。而未來監管機構對市場監管的
力度應會加強，對市場肯定帶來後續
影響。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國家

主席習近平視察香港，刺激昨日港股

在期指結算日造好，大市升281點，

再逼26,000點水平，全日收報25,965

點，成交增至816億元。市場焦點落

在金融股身上，其中被大摩唱好的匯

控(0005)大發神威，怒升6.3%，單日

升4.3元報72.8元，貢獻恒指逾半升

幅，也是2009年以來的最大單日升

幅，成為了大市的火車頭。

看好匯控理由
1 美國進入加息周期，有助擴闊銀行

業息差

2 匯控獲大摩唱好，目標價升至84元

3 聯儲局宣佈包括匯控在內的34間銀
行，全數通過嚴格的年度壓力測試

4 市場憧憬匯控將再回購股份兼增加
派息

5 騰訊等科技股受外圍影響而轉弱，
匯控有望接力推動大市

6 匯控上半年業績被看好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細價股於
周二及周三連續爆發小股災，部分股份價
格大插逾90%，市場消息透露，證監會針
對部分細價股急跌，向證券商索取中國集
成(1027)等多隻細價股的所有交易記錄。同
時，港交所（0388）亦以電話查詢券商有
否斬倉。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昨日強
調，對操縱股價的行為會「見招拆招，絕
不手軟」，期望令「造殼」行動變得更困
難，甚至不可能。

歐達禮：股仔券商或已合謀
證監會行政總裁歐達禮昨在英國《金融
時報》的訪問中指出，近年市場令人擔心
的是細價股與證券商，或已形成一個網
絡，與蓄意操縱股價的人士有來往。報道
提到，證監會並無否認已就早前「崩盤」
所涉及的一些公司作出調查，又指相關股
份涉及成交量少、公眾持股少，以及股權
高度集中等特點，這些特點容易導致「市
場失當行為」。

市場失當行為包括操縱股價
歐達禮表示，市場失當行為包括操縱股

價，或者股東在投票表決時並非完全獨
立，以協助操縱股價的情況，證監會近來
已加大對問題的關注。但他指，傳統上，
有關問題屬港交所負責，因為上市規則是
由港交所訂立。

李小加：研究有否違法沽空
李小加昨日出席活動時則指出，細價股

暴跌當日，有部分不能沽空的股份成交異
常地大，需要研究當中是否存在違法沽空
行為，如有發現，將交給證監會處理。他
又提到，當日股價波動的公司，普遍存在
交叉持股、集中持股，以及股份抵押等情
況。

不會干預現有生態 見招拆招
他強調，細價股異動與監管機構之間，

是「既有關係，又無關係」。故他指出，
該所不會干預現有市場生態，但會「見招
拆招，絕不手軟」，不會主動讓市場產生
波動。他續指，現時集中對新上市公司實
施嚴格要求，期望令「造殼」行動變得更
困難，甚至變得不可能。

債券通「萬事俱備 只欠東風」
對於「債券通」的準備工作方面，李小

加稱，已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實
際開通時間，有待監管機構宣佈。至於
MSCI納入A股，內地與本港監管機構，正
進行有關境外衍生產品市場的討論，期望
可在下半年或明年初，達成的框架協議。
至於未來20年將出現的重大變化，李小
加指本港要轉型以迎接中國資本出口的時
代，包括通過互聯互通將「中國的錢、世
界的貨」帶來香港。未來本港不單只給內
地匯集資金，還要幫助內地的資金作全球
配置。
本港與內地最近簽署兩份更緊密經貿關

係安排(CEPA)的新協議，當中包括推動H
股全流通。李小加表示，此方案已討論一
段長時間，有待兩岸監管機構調整，港交
所亦高度支持H股全流通，相信距離全流
通的時間應該不遠。

夥金場研產品推廣倉儲合作
另外，港交所與金銀業貿易場昨日簽訂合

作備忘錄，探討就產品推廣、倉儲等事宜展
開合作。李小加表示，本港有良好黃金貿易
現貨基礎、龐大的倉儲物流，但欠缺遠期黃
金市場的價格基準。港交所在7月10日已推
出實物交收的黃金期貨，為市場提供對沖機
會，完善本港貴金屬交易的生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周曉菁、
實習記者 梁燕美）踏入下半年新股傳統旺
季，不少公司排隊趕上市，截至昨日止共有
21間公司（見表）在市場搶佔集資額。當中

最大隻的要數今日登場的中原銀行(1216)，
集資最多83.49億元，集資淨額約72億元。
該行引入中民投、上海華信、中科創作為基
礎投資者，分別認購7.26億股(以招股中間
價計，約18億元)、14億元、7.88億元股
份，已佔國際配售部分的半數。

2555元入場 三基投認購40億元
中原銀行建議未來3年派息比率為65%，

高於市場上其他內銀普遍約三成的派息比
率。董事長竇榮興指，希望投資者有較高的
財務回報，故有此決定。另外，現時有不少
城商行計劃回歸A股，集團會根據未來的資
本發展需要作合適的計劃。
該股招股價介乎2.42元至2.53元，每手

1,000股，入場費約2,555.5港元。下月19日
掛牌，計劃於全球發售33億股，當中30億

為新股，並設超額配售權不超過發售總數的
15%。以中位數每股2.48港元計，若超額配
股權未獲行使，集資淨額約72億港元，將
用於強化資本基礎，支持業務持續增長。
中原銀行現時最大股東為具國資背景的河

南投資集團，持股比例9.02%。該行目前共
有439個營業點，截至去年底收入達118億
元人民幣，當中淨利息收入112億元，淨利
潤 33.6 億元，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為
11.24%，較前年下降3.53個百分點，不良
貸款率1.86%，撥備覆蓋率207.09%。

升海食品加強開拓內地市場
另外，中國升海食品控股（1676）昨日起
至7月6日招股。行政總裁蔣德華於記者會
上表示，公司將會加強開拓內地北部及中西
部市場，包括在天津和成都開設物流倉，此

外還會在廈門建設新廠房，可望進一步提高
產品的產能。
升海食品計劃在全球發行2.5億股，其中

會有九成用作國際配售，餘下的股份則會在
港公開發售，招股價介乎0.59至0.84港元，
每手4,000股，入場費3,393.86元。預料會
在7月6日定價，並在7月18日掛牌。東興
證券(香港)為是次上市計劃之獨家保薦人。

內蒙古能源建設最多籌12億
內蒙古能源建設（1649）亦宣佈今日起至

7月10日招股，全球發售股份7.35億股，香
港公開發售7,350萬股，招股價每股1.6至
1.68 元，最多集資 12.348 億元。以每手
2,000股計算，入場費約為3,394元。該股份
預計7月18日（周二）上市。
董事會秘書楊楓表示，集資所得款項中的

55%，將用於開發及建設儲備建設承包項目，
其中八成會用於新能源的開發。公司立足於內
蒙古，在全國多個省份設有項目，也正在積極
拓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海外業務，現階
段已涉及8個國家，預期今年項目會持續增加。

21新股交鋒 中原銀行籌83億最勁

21隻新股趕上市
公司

富道集團
(3848)

萬成金屬包裝
(8291)

中國電力新能
源(0735)

橋英控股
(8462)

心心芭迪貝伊
(8297)

鴻騰精密科技
(6088)

恒智控股
(8405)

UTS Market-
ing(6113)

訓修實業
(1962)

東光化工
(1702)

椰豐集團
(1695)

中漆集團
(1932)

象興國際
(8157)

勁投國際
(3682)

盛業資本
8469)

運興泰集團
(8263)

新達控股
(8471)

中原銀行
(1216)

中國升海食品
(1676)

內蒙古能源
建設（1649）

新海連
(8276)

製表：記者陳楚倩

招股價
（元）

4.00-5.56

0.50-0.70

N/A

0.45-0.55

0.40-0.60

2.38-3.08

0.70-0.80

1.20-1.40

1.65-1.90

0.92-1.20

0.44-0.52

0.80-0.86

0.22-0.28

4.00-5.50

1.80-2.20

0.18-0.22

0.26-0.34

2.42-2.53

0.59-0.84

1.6-1.68

1.4-1.7

每手
股數

1,000

5,000

500

5,000

5,000

1,000

4,000

2,000

2,000

4,000

5,000

4,000

20,000

1,000

2,000

20,000

10,000

1,000

4,000

2,000

2,000

入場費
（元）

5,616

3,535

N/A

2,778

3,030

3,111

3,232

2,828

3,838

4,848

2,626

3,475

5,656

5,555

4,444

4,444

3,434

2,555

3,394

3,394

3434.26

招股日期
（月/日）

06/28-07/04

06/29-07/06

N/A

06/28-07/03

06/26-06/30

06/29-07/04

06/28-07/03

06/22-06/30

06/29-07/04

06/28-07/03

06/29-07/04

06/19-06/23

06/27-06/30

06/27-06/30

06/26-06/29

06/19-06/22

06/30-07/07

06/30-07/11

06/30-07/06

06/30-07/10

06/30-07/06

上市日期
（月/日）

7/21

7/18

7/18

7/17

7/13

7/13

7/12

7/12

7/12

7/11

7/11

7/10

7/7

7/7

7/6

6/30

7/21

7/19

7/18

7/18

7/19

匯控昨領漲本地銀行股
名稱

匯豐控股

渣打集團

中銀香港

恒生銀行

創興銀行

大新銀行

東亞銀行

股號

0005

2888

2388

0011

1111

2356

0023

昨收(元)

72.80

78.70

38.90

165.40

16.62

16.68

34.00

變幅(%)

+6.3

+4.4

+3.2

+2.8

+2.1

+1.7

+1.2

■中原銀行
建議未來 3
年派息比率
為65%。圖
為董事長竇
榮興。

陳楚倩攝

■李小加稱，對操縱股價的行為會「見招拆
招，絕不手軟」。 中通社

■■港交所與金銀業貿易場港交所與金銀業貿易場
昨簽署合作備忘錄昨簽署合作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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