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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U盤時段 首日成交39億

場外衍生工具監管作多項修改

騰訊昨日早盤已一舉突破試300元，自
此穩步向上，午後更出現一輪急升，

盤中見302.80元，再創上市以來新高。收
市報302.2元，升1.75%，是首度企穩於
300元以上收市。個股為大市貢獻了49點升
幅。以昨日收市價計，騰訊市值急升至
2.8648萬億元，連四大國有銀行亦屈居其
下，是名副其實的「王者」。

投資者策略乃「取強不取弱」
凱基證券亞洲董事兼研究部主管鄺民彬
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預料，騰訊的最
新業績將會符合市場預期，惟一的不確定
因素是《王者榮耀》會否再次引起爭議，
但即便如此，投資者目前的心態亦是「到
時先算」，不會因此就看淡「股王」。其
原因除了憧憬其業績外，亦與大環境有

關，近期美國科技股表現強勁，港股亦處
於上升通道，不少投資者的策略是「取大
不取小、取強不取弱」，騰訊自然成為相
對吸引的選擇。
在「股王」帶動下，港股昨日亦向好。

恒指早盤一度微跌至26,674點，之後升勢
凌厲，於上午十點多已見26,882點高位，
升176點。收市報報26,846點，升140點。
成交金額為791.3億元。國企指數全日亦升
0.31%，收報10,820點。

大摩唱好車股 華晨吉利勁升
藍籌股表現各異，大摩發表報告唱好汽

車股，吉利汽車（0175）收報18.62元，升
5.92%，在藍籌股中升幅最大；華晨(1114)
更漲8.5%，收報18.2元。
人行進行3,500億元人民幣逆回購操作，

中資金融股齊齊攀升，建行（0939）收報
6.41元，升0.95%；交行（3328）和工行
（1398）亦分別升0.87%和 0.56%；平保
（2318）升 1.05%，收報 57.80 元；國壽
（2628）也升0.60%。不過「三桶油」有不
同程度的下跌；瑞聲（2018）亦挫3.85%，
收報105元。

後市料反覆 穿27000後或回吐
對於港股本周的走勢，鄺民彬持正面看

法，指美聯儲本周的議息會議、期指結算
日以及炒業績等因素，均會推動港股向
好，預料恒指本周會反覆上升，有機會升
穿27,000點關口。但再進一步向上將會有
較大壓力，主要因為估值已不便宜，加上
今年恒指連升了七個月，技術上或會有回
吐壓力，故8月份有可能會出現調整。

憧憬績佳 騰訊破頂領漲大市
股王升穿300元 市值逾2.86萬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孔雯瓊上海報道）
市場經過上周大幅震盪後，周末才穩定下
來，昨日原本已有衝高受阻跡象的上證50
指數再創反彈新高，藍籌、題材股雙雙發
力，上證綜指昨收報3,250點，漲0.39%，
創近三個半月新高。
兩市小幅低開後就震盪走高，隨着滬指
整體處於上漲趨勢中，成交量亦出現放
量，兩市合計成交4,929億元（人民幣，下

同），較前一交易日放量488億元。

題材股發力 兩市成交放量
盤面漲幅居前的是軍工、公路鐵路運

輸、港口航運等，特別是軍工板塊沉寂已
久後再次發威，全天吸金160億元，其中
長春一東、太陽鳥、新勁剛、洪都航空、
凱龍股份等個股悉數漲停。外保險板和酒
類板塊早盤衝高後午後出現回落，而跌幅

居前的則有煤炭開採、造紙、園區開發。

市場大佬闢謠 及時穩定市場
消息層面上，業內認為周末市場上兩位

大佬的闢謠及時穩定了市場，7月22日復星
集團董事長郭廣昌回應同花順涉嫌傳播誤
導性信息一案，稱「謠言止於智者」；7月
23日融創中國董事長孫宏斌表示融創重視
現金流，會把公司安全放在首位。

香港文匯報訊 證監會昨日就建議為從事
場外衍生工具活動的持牌機構制訂的監管資
本制度，及建議對《證券及期貨(財政資源)規
則》作出的其他修改，發表諮詢總結。

遵守新規定過渡期延至一年
證監會指，經審慎考慮所接獲的意見
後，證監會將付諸落實建議的制度（但會
作出某些修改），當中包括為符合某些條
件的基金經理中央交易櫃枱調低最低資本
規定，以及將為全面遵守該規則的新規定
而設的過渡期由六個月延長至一年。亦將

參照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所訂的最新標
準，在《證券及期貨(財政資源)規則》中引
入內部模型計算法。

歐達禮：使港監管看齊國際
證監會行政總裁歐達禮表示，為使香港

的監管緊貼國際標準，必須作出建議的修
改。他深信建議的制度不但有助確保本地
金融市場穩定，並將促進香港發展成為亞
洲區的衍生工具樞紐及風險管理中心。
為配合近期的市場發展，證監會就《證
券及期貨(財政資源)規則》提出了多項經修

改及新增建議，例如在該規則所載的指明
交易所名單中加入四家內地商品交易所，
以便利持牌機構參與有關市場；以及認可
由惠譽評級發出的信貸評級。證監會希望
就有關建議進一步諮詢市場意見。

證監就新增建議進一步諮詢
此外，是次諮詢亦涵蓋一套為落實非專

為場外衍生工具活動而設的相關建議所擬
備的《證券及期貨(財政資源)規則》修訂案
草擬本。諮詢期將於2017年 8月 23日結
束。

香港文匯報訊 港交所宣佈，昨日（本周
一）在旗下證券市場順利推出第二階段的
收市競價交易時段(又名U盤時段)。收市競
價交易時段成交金額為39億元，市場成交
金額為796億元。收市競價交易時段賣空成
交金額佔當日市場賣空成交金額的百分比
為3.5%。另外，彭博引述知情人士透露，

港交所正準備就調整開市前競價機制一事
徵求市場意見。徵求意見的內容將包括是
否設定隨機匹配時間，以及其他可能的改
進方案。

沽空額佔市場沽空3.5%
港交所於新聞稿披露，收市競價交易時

段分兩階段推出，讓投資者及其他市場參
與者能適應新安排。第一階段已於2016年7
月25日成功推出，涵蓋恒生綜合大型股指
數及恒生綜合中型股指數所有成份股、在
中國內地證券交易所有相應A股的H股，以
及所有交易所買賣基金（統稱收市競價交
易時段證券）。
第二階段推出後，收市競價交易時段證

券的名單擴大至包括恒生綜合小型股指數
成份股，進一步滿足機構投資者在收市時
執行買賣盤的需要。此外，第二階段亦加
入受監管賣空活動，容許收市競價交易時

段內以不低於收市競價交易時段參考價的
價格發出受監管賣空的交易指示。

研完善開市前競價機制
另據彭博報道，港交所昨日已開始推出

收市競價交易時段的第二階段；目前正在
研究如何處理開市前競價方面的細節問
題，亦即09:30正式開盤前半小時內的競
價。知情人士稱，一旦港交所完成「領航
星(Orion)」交易系統的升級，就可能推出
修改後的開市前競價機制，而領航星升級
或將在2017年末或明年初完成。
港交所自2002年推出開市前競價機制以

來，截至目前尚未有過變動，該時段分為
兩部分：從09:00開始的20分鐘內輸入競價
盤，接下來10分鐘為對盤和準備工作。有
分析認為，隨着收市競價時段推出，若再
完善開市前競價機制，將幫助港股與其他
國際大型股票市場的標準看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婉玲）評級機
構惠譽發表聲明表示，大連萬達商業修改
與融創中國(1918)的資產出售條款後，該
公司的信用狀況可能有更大的改善。惠譽
稱，現給予萬達商業的評級為「BBB」，
展望「負面」。只要萬達不會再次大舉增
加槓桿，萬達的「負面」評級展望在交易
完成後有可能獲上調至「穩定」。

淨負債將大減 槓桿率降
惠譽表示，計劃中的交易如果取得成

功，將在完成後將萬達的淨負債將由
1,240 億元人民幣減少至 410億元人民

幣。淨負債減少意味萬達的槓桿率到
2017年底可能下降至2倍。
此外，由於萬達正轉型至投資型房地

產公司，減少對物業銷售的依賴，惠譽不
再以淨負債或調整庫存比率來衡量萬達的
槓桿情況。萬達的評級，亦會受制於母公
司大連萬達集團較欠缺透明的財務狀況；
母公司財務狀況若變差，將對萬達評級受
壓。
另一間評級機構標準普爾上周宣佈，

將萬達商業地產列入負面觀察名單，意味
着未來可能進一步下調評級。標普維持萬
達商業地產評級不變，仍為「BBB-」。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婉玲）香港貿
發局與招商局簽署《「一帶一路」戰略合
作框架協議》，雙方建立策略夥伴關係，
在海外考察、產業研究及商貿活動展開合
作，並充分利用各自的資源，共同促進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與內地及香港的投
資和貿易往來。

共同探索沿線地區商機
簽署協議後，招商局集團正式成為貿發

局的「一帶一路」策略合作夥伴。招商局
董事長李建紅會繼續擔任「一帶一路高峰
論壇」的名譽顧問，該局及其子公司將參
與貿發局舉辦的國際會議，包括「一帶一
路高峰論壇」、「亞洲金融論壇」及「亞

洲物流及航運會議」。招商局亦會積極支
持貿發局組織的考察團，共赴「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及地區探索商機。
貿發局總裁方舜文表示，招商局在「一

帶一路」沿線國家有不少投資，期望透過
是次合作，可以讓更多本地中小企業參與
其中。透過貿發局的網上平台和專業展
會，可以協助招商局宣傳相關投資項目，
並引薦各類合作夥伴。招商局亦可藉此使
用更多香港專業服務。

擬年底組港企訪白俄羅斯
貿發局計劃年底組織香港企業到訪白俄

羅斯，並考察招商局參與投資的中白工業
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周曉菁）針對近
期有關混改方案傳聞，中國聯通
（0762）昨發佈公告稱，母公司聯通集
團已於近日獲得國家發改委對於混合所有
制改革試點方案的批覆，聯通A股公司與
潛在投資者的談判工作尚在進行中。
公告稱，聯通A股公司非公開發行具體

實施方案，包括投資者名單、定價、投資
金額、所佔股比等，仍需按照要求上報相
關部委認可後方可實施。

此前有傳媒指，百度、京東和騰訊等科
技企業有意投資聯通，參與混改計劃，公告
指既不知悉該等媒體報道的信息來源，也
並未與任何潛在投資者簽署過具有約束力
的框架協議、認購協議等法律文件。
聯通稱，公司將根據該事項的進展情

況，嚴格按照上市規則及其他相關法律法
規要求及時履行信息披露義務。同時籲請
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須小心謹
慎。

招商局成貿發局「帶路」合作夥伴

聯通：混改談判仍在進行

惠譽：萬達售產後或上調評級

氣氛好轉 滬指逼3個半月高

香港文匯報訊 早前坊間有消息傳安踏
體育（2020）將收購彪馬(Puma)，安踏品
牌相關負責人昨天接受本報記者訪問時回
應稱傳言皆不實，截至目前，安踏並未有
收購彪馬預算。
據悉，開雲集團主席兼Puma首席執行

官今年4月宣佈退出Puma董事會。市場

預測Puma面臨再次被賣。更早前的3
月，安踏體育表示計劃認購新股籌資37.9
億港元（4.88億美元）用於合作和收購國
際體育用品品牌。董事局主席丁世忠也在
安踏赴港上市十周年慶典上透露，安踏將
繼續尋求收購機會，加強在高端市場的影
響力。

安踏否認計劃收購彪馬

香港文匯報訊 光大國際（0257）非全
資附屬光大水務宣佈，公司已獲上海證券
交易所及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批
准 ，向中國境內合格投資者以一期或分
期發行不超過人民幣25億元的人民幣計
價公司債券（「熊貓債券」），並於昨日
正式發行首期熊貓債券。
首期熊貓債券於 2017年7月21日完成
簿記建檔，債券期限為5年，發行規模為

人民幣10億元，票面利率為4.55%，擬
於上交所上市交易。經上海新世紀資信評
估投資服務有限公司評定，本期熊貓債券
及光大水務作為首期債券發行人的信用評
級均為 AAA 級。
債券發行所募集的資金將用於償還公

司及旗下子公司的現有債務，及補充一般
營運資金。光大證券擔任本期熊貓債券發
行的主承銷商和簿記管理人。

光大水務發最多25億元熊貓債

■香港貿發局總裁方舜文(左)與招商局集團副董事長、總經理李曉鵬會面，並就協助
企業把握「一帶一路」商機交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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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 「「王者王者」」氣勢如虹氣勢如虹。。隨着業績期的臨近隨着業績期的臨近，，以及被人民網批以及被人民網批

評的消息逐步被市場消化評的消息逐步被市場消化，「，「股王股王」」騰訊騰訊（（07000700））昨日一舉升穿昨日一舉升穿300300元關元關

口口，，最高見最高見 302302..8080 元元，，收市報收市報 302302..22 元元，，升升

11..7575%%，，再創盤中及收市新高再創盤中及收市新高。。港股大市亦隨港股大市亦隨

之 向 好之 向 好 ，， 收 市 報收 市 報 2626,,846846 點點 ，， 升升 140140 點 或點 或

00..5353%%，，創逾兩年收市新高創逾兩年收市新高。。分析普遍認為分析普遍認為，，

騰訊的最新業績將會符合市場預期騰訊的最新業績將會符合市場預期，，加上其他加上其他

藍籌股亦表現不俗藍籌股亦表現不俗，，吸引資金繼續流入股市吸引資金繼續流入股市，，

恒指本月有望升穿恒指本月有望升穿2727,,000000點關口點關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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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騰訊主席騰訊主席
馬化騰馬化騰。。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港交所昨順利推出第二階段的收市競價交
易時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