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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CI港指執位 納入金利豐敏實
A股明年「入摩」料利好港股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MSCI明晟昨公佈指數成分股半年

檢討結果，其中MSCI香港指數加

入兩隻股份，包括金利豐(1031)及

敏實(0425)，但沒有剔出任何股

份。高盛表示，MSCI明晟公佈納

入A股後，經「滬港通」的北向

資金增至920億元人民幣，按年

增加五成。南向的資金亦持續增

加，有84億美元淨流入，但留意

到環球基金目前持有中資股的水

平，仍然相對不足，故看好中資

股的未來表現。

今日掛牌三新股暗盤表現

股份

雙運控股(1706)

方圓房地產服務集團
(8376)

亞洲先鋒娛樂控股有
限公司(8400)

資料來源：耀才

招股價
（元）

0.56

0.79

0.28

開市價
（元）

0.59

0.84

0.4

盤中最高
（元）

0.79

1.1

0.53

收市價
（元）

0.79

0.95

0.5

升幅

+41.07%

+20.25%

+78.57%

A股即將在明年「入摩」，晉身MSCI新
興市場指數，但大部分股份皆是滬港通

和深港通的範圍內，所以A股「入摩」對港
股有利。據摩根士丹利的的資料，該行估
算初始納入A股220隻股票，會帶來170億
美元(1,326億港元)至180億美元(1,404億港
元)的資金流入。隨着A股的逐步納入，未
來會納入更多的A股，帶來的資金流量會更
大，或會達到3,500億美元至4,000億美元
的規模。
故大摩表示，仍然看好中資股的「牛
市」，並稱相信隨着民企比重增加，以及
股本回報提升，未來10年MSCI中國指數
可繼續跑贏新興市場。

美圖華潤醫藥納入中國指數
另外，MSCI中國指數昨日亦宣佈加入雅
居樂 (3383)、比亞迪電子 (0285)、美圖
(1357)、洛鉬(3993)、華潤醫藥(3320)、建滔
化工 (0148)、理文造紙 (2314) 及耐世特
(1316)。
大摩早前稱，把A股納入MSCI指數，對

海外機構投資者產生了很大挑戰，因為若
將全部合資格的A股，納入MSCI新興市場
指數，A股的佔比將會增至17%甚至更高，
對有關指數的結構帶來很大的改變。
香港小型股方面，將加入13隻股份及剔

出15隻股份。被納入成分股包括交銀國際
(3329)、承興國際(2662)、泛海金融(0952)、
富智康 (2038)、 H&H 國際 (1112)、嘉華
(0173)、樂遊科技(1089)、南旋(1982)、奧立
仕 (0860)、東英金融 (1140)、富豪酒店
(0078)、勝獅貨櫃(0716)及信邦(1571)。

小型股指大換血 剔出15股份
被剔除的股份包括金洋(1282)、中策

(0235)、鼎億(0508)、威華達(0622)、未來世

界 (0572)、協鑫新能源 (0451)、麥迪森
(8057)、美捷匯(1389)、美亞娛樂(0391)、現
代牙科 (3600)、東方海外 (0316)、偉祿
(1196)、申萬宏源(0218)、凱升(0102)及信利
(0732)。上述變動11月30日收市後生效。
金利豐表示，被納入最具影響力的國際

股票基準MSCI香港指數，彰顯國際資本市
場對集團的管理及業績的肯定。華潤醫藥
也指，獲納入MSCI中國指數再次證明了市
場對集團業務發展的認同。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張美婷) 3隻
新股今日首掛，昨在暗盤的表現
都不俗。博彩機代理商亞洲先鋒
娛樂 (8400)昨公佈招股結果，發售
價定為0.28元，即為招股價範圍
0.24-0.36元的下限，公開發售錄
超 額 12.9 倍 ， 一 手 中 籤 率
37.83%，每手1萬股計，45手才
穩獲一手。
據耀才新股交易中心資料顯

示，其暗盤價收報0.5元，較發售
價升0.22元或78.57%。不計手續
費，每手賺2,200元。輝立的暗盤
收報0.495元，較發售價升0.215
元或76.79%。不計手續費，一手
賺2,150元。

雙運暗盤每手賺1200元
新加坡從事道路工程服務及建

築機械租賃服務的承建商雙運控
股 (1706)，發售價定為0.56元，即
為招股價範圍0.4-0.56元的上限。
耀才證券新股交易中心資料顯
示，昨日暗盤價高見0.79元，最
後維持至收市，較發售價上升0.23
元或41.07%。不計手續費，每手
5,000股賺1,150元。輝立交易場資
料顯示，暗盤收報0.8元，較發售
價升 0.24 元或 42.86%，一手賺
1,200元。

方圓房地產暗盤升20%
房地產代理公司方圓房地產

(8376)發售價定為每股0.79元，即

為發售價範圍0.55-0.8元的近上限
價。耀才新股交易中心資料顯
示，暗盤收報0.95元，較發售價
升 0.16 元或 20.25%。不計手續
費，一手4,000股賺640元。輝立
交易場資料顯示，方圓房地產暗
盤收報0.96元，較發售價升0.17
元或21.52%，一手賺680元。
另外，騰訊概念股易鑫 (2858)將

於周四 (16日)上市。據市場消息透
露，易鑫一手中籤率10%，認購
者要用近12萬元認購30手 (1.5萬
股)才可以穩中一手，一手中籤率
比閱文集團 (0772)高。而認購易鑫
的「一手黨」約有3.2萬人，以
10%中籤率計，只有 3,200 人抽
中，人數少於閱文抽中一手的
7,700人，亦低於雷蛇的1.8萬人。

日清再闖關 申主板上市
另外，出前一丁生產商日清今

年5月曾遞交上市申請，不過未能
成功，是次再遞交主板上市申
請。據資料顯示，日清申請上市
的業務主要包括合味道、出前一
丁、公仔麵、公仔點心及福字
麵。產品的分類主要為即食麵及
冷凍食品。當中內地業務佔收入
約53%，其餘來自香港及海外。
香港即食麵同期毛利率為46.1%，
按年下跌1.3%，公司解釋表示，
毛利率減少因為香港銷售下滑，
以及收購捷菱51%股權後採購成
本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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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比特幣上周末曾大幅重
挫，本周一和昨日比特幣價格繼續穩步上
升，截至昨晚七點報6,623美元，上漲超過
100美元。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ME)董事長Terry
Duffy本周一表示，在12月第2周，投資者
就會看到比特幣期貨上市。換言之，屆時
市場將會有「賭跌」比特幣的沽空行為。

然而瑞銀分析員Paul Donovan警告，比
特幣瘋潮已越來越似17世紀時的「鬱金香
泡沫」，爆破在即。他稱，1636年市場推
出了鬱金香期貨，等於現今比特幣期貨市
場一樣。結果「鬱金香泡沫」在翌年即
1637年6月就爆破。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港股創近
10年新高後回軟，昨日收市倒跌30點報
29,152點，成交額連續7天破千億元，錄得
1,090億元。分析員表示，市場觀望騰訊
(0700)季績，令大市缺乏明顯方向，令港
股在連續6日創10年新高後出現沽壓，若
業績表現理想，料恒指可上試29,500點。
吉利(0175)收巿升逾6.4%，是表現最好藍
籌。
民眾證券董事總經理郭思治表示，股市
步入11月中，大市形態仍屬先低後高，
低位暫仍為 28,137 點，高位已上移至
29,320點，即月波幅已擴闊至1,183點。
此波幅相對整個月而言仍屬窄幅，但大市
交投卻持續暢旺，已連續7天錄得破千億
元成交，反映大市正在凝聚動力，到11
月下旬時，月內最高或最低位才會顯現。
至於後市是向上抽，還是向下插，就要看

還有沒有其他的好消息推動。
郭思治認為，只要再有好消息驅動，大
市向上推升的機會仍較大，暫時上望目標
是3萬點大關。

閱文升近5% 重返紅底
騰訊季績前表現平穩，收市升0.1%，一
眾外資大行出報告，不少將該股目標提升
至400元之上，當中美銀美林的目標就達
到 417 元。至於騰訊分拆出來的閱文
(0772)，有不少資金趁機撈貨，昨日收報
100.9元，升近半成，重返紅底股行列。
康師傅(0322)也獲瑞信讚好，評級由

「跑輸大市」升至「中性」，目標調升至
13元，使該股即日彈升近7%。
吉利收購外國飛行車公司，加上有傳內

地恢復發放電動車生產許可證，刺激吉利
股價再創新高，收市升逾6%，是表現最
好藍籌。異動股方面，莊園牧場A股獲納
入「港股通」名單，該股周三復牌後抽高
逾三倍，但收市升幅收窄至不足一倍，成
交急增至3,700萬元。

倘騰訊績優 港股上試29500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 內地

「雙11」剛過去，不少商家均施展渾身
解數吸客，連帶銀行亦受惠，中銀信用卡
副總經理伍愛施昨出席活動時表示，「雙
11」期間網上信用卡簽賬額按年增長1倍
以上，線下簽賬額亦錄得雙位數增長，未
來會考慮與網購平台合作，同時對聯營卡
合作持開放態度。
伍愛施透露，「該行今年首9個月發卡

量相對市場普遍多1倍，最近兩個月簽賬
額亦錄得雙位數增長，加上接近年尾有不
少節日，料今年第四季的表現會更好」，

對於該行年初時曾預期今年下半年升幅將
是上半年一倍，她相信目標可以實現。
另外，中銀香港、中移動香港夥拍銀

聯國際推出雙幣信用卡，年薪達20萬元
即可申請，伍愛施表示，有關信用卡目標
客戶為經常往返內地及香港和海外公幹的
客戶，信用卡提供人民幣及港幣雙幣結
算，同時在內地或海外地區簽賬或現金透
支可獲豁免海外簽賬手續費，另外客戶惠
顧中移動香港亦可享流動網絡通訊服務消
費優惠，她期望發卡量可達10萬張。
中銀香港營運總監鍾向群昨出席發卡

儀式時表示，該行推
出雙幣信用卡有助全
面實現優勢互補的跨
界融合，尤其在構建
跨境業務多元化服務
平台方面，料將發揮
協同效應以及強化交
叉銷售，為客戶提供
最新型的金融支付服
務和流動網路通訊服
務。

香港文匯報訊 國泰航空(0293)宣佈，
將向敦豪國際（DHL International）收購
從事貨運航班服務的華民航空其餘四成已
發行股本，代價約3,627萬港元，預期交

易將在明年12月底或之前完成，完成後
其將全資擁有華民航空。該公司表示，視
華民航空為長期策略投資，股權交易將使
公司按其認為恰當的條件增加此投資。

國泰收購華民航空餘下股權

中銀信用卡雙十一簽賬倍增

MSCI指數新貴昨日表現
股份 收報(元) 變幅(%)

華潤醫藥(3320) 9.90 +4.8

耐世特(1316) 16.28 +4.8

洛鉬(3993) 4.92 +1.4

美圖(1357) 12.40 +0.3

雅居樂(3383) 11.76 -1.3

金利豐(1031) 7.37 -1.7

比亞迪電子(0285) 22.50 -2

理文造紙(2314) 9.18 -2.2

敏實(0425) 46.55 -3.6

製表：記者 周紹基

■港股昨日創近10年新高後出現回吐。 中新社

■敏實集團主席秦榮華。 資料圖片

■金利豐表
示，被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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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滬港通本周即將迎來三周
年，港交所（0388）公佈數據顯示，隨着
兩地投資者對互聯互通機制的了解加深，
滬港通與深港通成交穩步增長，越來越多
內地投資者利用港股通進行海外資產配
置。截至今年10月31日，港股通三年來累
計成交33,270億港元，為港股市場帶來了
6,375億港元淨資金流入。

港股通佔成交7.2%
數據又顯示，內地投資者利用港股通
投資港股的持股金額已達8,088億港元，

較2016年底增長一倍以上。今年首十個
月，港股通日均成交額在港股市場的佔
比增至 7.2%，遠高於 2015 年的 2.4%和
2016年的4%。北向的滬股通和深股通成
交也日漸活躍，截至今年10月31日滬股
通和深股通累計成交40,550億元人民幣，
為內地股票市場帶來了3,263億元人民幣
的淨資金流入。截至2017年10月31日，
香港和海外投資者合計持有滬市股票
3,103億元人民幣，深市股票1,814億元人
民幣。
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表示，滬深港通

機制為兩地市場帶來了歷史性的互聯互
通。通過交易總量過境、結算淨量過境的
獨特創新，兩地市場可以在充分保留各自
市場監管規則、市場結構和交易習慣的前
提下實現完全市場化交易的互聯互通，以
最小的制度成本為內地資本市場取得了最
大效果的開放，也大大提升了香港作為國
際金融中心的吸引力。
2014年11月17日，連接香港和上海股票
市場的滬港通機制開啟。2016年 12月 5
日，連接香港和深圳股票市場的深港通機
制開通。

香港文匯報訊 中華煤氣(0003)宣佈發
行首項10年期綠色債券，兩項交易分別
為 6億港元及 20 億日圓，吸引綠色投資
者的興趣。煤氣公司原本計劃發行 5 億
港元債券融資，最終因應投資者的殷切需
求而加大發行額。這批綠色債券透過煤氣

公司20億美元的中期債券發行計劃及其
綠色債券框架發行，而框架是參照《綠色
債券原則》（2017）制定。是次籌得款
項將為煤氣公司旗下「轉廢為能」項目，
包括位於新界東南堆填區的沼氣應用及其
他合資格綠色投資項目提供資金。

中華煤氣首發行十年期綠債

滬港通三周年 累計6375億流入港股

比特幣暴漲 瑞銀警告爆破在即

■■中銀香港副董事長兼總裁岳毅中銀香港副董事長兼總裁岳毅（（左三左三））及中移動香港董事及中移動香港董事
長李鋒長李鋒（（右三右三））昨出席發卡儀式昨出席發卡儀式。。香港文匯報記者馬翠媚攝香港文匯報記者馬翠媚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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