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桶油發威 港股拗腰再破頂

同股不同權公司今秋可上市
李小加：港交所今年工作重點改革上市制度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港交所(0388)昨日公佈今

年工作大計，行政總裁李小加表示，期望農曆年後推出接

受有關「同股不同權」公司上市的上市規則細節諮詢，若

今季末或次季初收到回應，6月初可發表新制度詳情，秋

季會有「同股不同權」新經濟公司上市。他又指，目前已

收到很多公司，就新機制下申請上市的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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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港股連升多
日後，昨早「抖抖氣」，曾跌200多點，引
得不少股民獲利止賺，及後大市「拗腰」倒
升，並曾突破33,000點大關，創33,018點新
高。恒指全日收報32,958點，倒升27點，連
續第六日破頂，成交略減至1,887億元。
「三桶油」成大市亮點，券商股續追落後，
港交所(0388)總裁李小加相信，「北水」來
港投資是兩地市場的互通行為，不同於某一
主權基金或某一財團的大舉投資，料不會突
然出現集體拋售港股的現象。

諾獎得主：牛市或突然轉向
港股昨日再創高位，2018年不夠一個月

時間，恒指已錄得一成升幅，跑贏區內主
要股市，而環球股市升勢也持續，但諾貝
爾經濟學獎得主席勒(Robert Shiller)昨日警
告，市場調整隨時可能到來，且沒有任何
預警。席勒相信，牛市可能會出現「突然
轉向」，惟目前難以從科學角度來預測，
哪些因素會觸發市場修正，而又指市場調
整並不需什麼觸發因素。

油服股爆升 券商股表現亮麗
港股昨日最突出的是石油相關股，受惠

油價升至3年新高，中石油(0857)升5.3%，
是升幅最大藍籌，中石化(0386)也升4.6%，
中海油(0883)升3%，三股合力推動恒指66

點。油服股升勢更凌厲，百勤油服(2178)升
23%，安東油服(3337)再升17.7%，中海油
田(2883)升6%，宏華(0196)升7.4%。
另外，券商股也有起動之勢，龍頭股中

信証券(6030)大升12%，光大證券(6178)升
近 6%，中國銀河(6881)亦有 5.6%進賬。
不過，海通國際(0665)投資策略董事梁冠
業認為，過去幾天大市有調整的走勢，不
少短線股民其實已沽貨獲利，令部分強勢
股回落。惟石油股及券商股相對落後，至
今亦被炒起，故他相信今波段的升勢已近
尾聲。

落後板塊炒起 恐近升勢尾聲
他分析指，如無特別利好因素，恒指將
於33,000點遇阻，由於今波大市是自去年
12月約28,000點起動，升了約4,000多點，
一旦回調的話，首個支持位為07年高位
31,900點，以下的則為31,000點左右。

沿海家園售業務 復牌狂飆59%
除了石油及券商股，落後的藍籌亦上

升，聯想(0992)升 2.4%，中移動(0941)升
1.5%。但早前強勢的內銀股、騰訊(0700)、
平保(2318)及港交所(0388)全皆回吐。沿海
家園(1124)向禹州地產(1628)旗下公司，出
售持有內地七個項目的恒華全部股權，作
價38億元人民幣(約45.8億港元)，沿海家園
昨天復牌，股價裂口高開38%，收市報0.46
元，全日爆升58.6%。

所有期貨期權成交再創紀錄
另外，港交所昨公佈，所有期貨期權的

日間成交量及全日成交量再創紀錄，分別
達1,799,960張及1,877,644 張，深港通南向
成交量亦創80.5億港元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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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國泰君
安國際（1788）昨日開市前停牌，公司
其後宣佈，計劃向市場配售最多7億股，
佔擴大後已發行股本約9.08%。每股配售
價為2.85元，較前日的收市價3.09元，
折讓約7.77%，集資最多19.95億元，將

用作集團一般營運資金。
公司指，配售股份將配售予不少於6名

承配人，主要是長線基金。交易完成
後，大股東國泰君安控股的持股量，將
由64.61%，下降至58.74%，股份將於今
早復牌。

國泰君安國際配股籌近20億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張美婷)新股市場
持續造好，內地電商巨頭京東創始人兼
行政總裁劉強東出席達沃斯論壇期間表
示，京東物流正在進行融資，而未來也
會獨立上市，惟上市地點還沒有確定，
因離上市時間還太早，而京東物流希望
能夠留在香港或內地上市。
據路透早前引述消息指，京東已為其

物流業務上市啟動融資，目標至少20億
美元。目前，京東仍全資持有其物流業
務。劉強東表示，京東金融不謀求做傳
統金融業務，期望協助傳統和新興的金
融機構優化風控系統。不過他透露，未
來如果有需要還是會申請金融牌照，並
稱拿牌照是為了業務能夠合規開展。

雅居樂分拆物業管理上市
另外，雅居樂（3383）建議分拆旗下
物業管理的雅生活服務在主板上市，並
預留股份予公司合資格股東。計劃下月
初上市，每持有50股雅居樂股份，可認
購1股雅生活預留股份。 公告指，預留

股份約2,783.5萬股，分別約佔雅生活國
際發售及全球發售的股份數目約9.28%及
8.35%。目前雅生活管理物業的面積約
76.2萬平方米，包括住宅、豪宅、商業、
寫字樓等。

英馬斯每手中籤率僅28%
其他新股方面，今日有2隻新股掛牌，

其中本港LED照明產品及服務供應商英
馬斯集團 (8136)昨日公佈招股結果顯示，
該股公開發售錄超額認購約13.96倍，每
手中籤率僅28%，而配售部分亦獲適度
超額認購。而該股按每股0.25元定價，
為招股價每股0.2元至0.4元的下限，集
資淨額約3,440萬元。

暗盤逾倍升 每手賺2600元
昨晚英馬斯暗盤表現不俗，據耀才暗

盤交易中心顯示，其暗盤開市價為0.36
元，最高報0.55元，收市報0.51元，較
招股價0.25元，高0.26元或104%。不計
手續費，每手賺2,600元。

齊家控股暗盤每手賺320元
另外，本港品牌傢具零售商齊家控股

(8395)公開發售部分獲超額認購 27.64
倍，因觸發回撥機制令該部分比例增至
30%，而每手中籤率70.01%，而配售部
分亦獲輕微超額認購。該股按每股0.156
元定價，為招股價每股0.13至0.17元的
中位數，集資淨額約2,490萬元。
昨晚齊家控股的暗盤開市價為 0.17

元，最高報0.19元，收市報0.172元，較
招股價0.156元，高0.016元或10.26%。
不計手續費，每手賺320元。

京東擬拆物流在港或內地上市

港交所今年的工作大計，包括升級交易
系統、完善市場基建、今年與英倫銀

行就倫港通溝通、推出A股衍生產品及人民
幣利率衍生產品、探討債券通的「南向
通」以及籌備前海聯合交易中心現貨平台
的開業等等，但最為市場關注及影響至深
的，當屬為港股引進「同股不同權」上市
制度改革。

冀上市規則細節新春後諮詢
李小加表示，期望有關的上市規則細節諮

詢，可在農曆年後推出，展開6至8周諮詢
後，在今季末或次季初收到回應，那6月初
將可發表新制度詳情，並有望6月底接受新
經濟公司以不同股權制度申請在秋季上市。
李小加回顧港交所的《2016至2018戰略
規劃》，指這個三年戰略計劃取得重大進
展，市場表現強勁，而今年的工作首要重
點為上市制度的改革。他稱，「同股不同
權」制度並非一個特別優勢，市場更要去
學習共存、接受及管理有關風險。至於在
其他交易所上市的不同股權企業，來港作

第二上市，更可為本港市場添新動力，包
括高頻交易量。
對於新交所及深交所都表示歡迎新經濟

公司上市，他認為這不代表會與港交所直
接競爭，而是「英雄所見略同」，兩地交
易所會根據自己的特點去吸引企業上市。
他又重申，目前該所未收到任何有關沙地
阿美的官方回應，但表示本港是有實力去
吸引沙地阿美來港上市。

續研ETF通 望明年推倫港通
回顧近年的港交所戰略規劃目標，是確

保本港市場與時並進，股市更互聯互通，
衍生產品市場更具競爭力。故港股除了積
極跟內地互聯互通外，也希望「倫港通」
可在2019年推出，現正與歐央行討論架構
問題，並要待明年3月英國「脫歐」後，再
跟英倫銀行討論。對於推行南向「債券
通」以及「ETF通」，他指會繼續研究，
並待與監管機構商討及取得批准。
此外，港交所將在首季推出「領航星」
證券交易平台，第二季股票指數期權合約

將納入衍生產品市場收市後交易時段。到
了第三季，將推出「滬、深港通」北向交
易的投資者識別碼制度，第四季會為衍生
產品交易及結算系統升級，以及與監管機
構及市場參與者共同研究推行全新的按金
機制，以求為市場提供更大保障同時，降
市場運作成本。

不可只靠天吃飯 要引「北水」
李小加昨日又總結稱，港交所不可滿足

於現況，要敢於「發夢」。他形容，單靠
過去的業務就好像「農民種米」，要看天
吃飯，但港交所不願意只靠天吃飯，所以
要引入「北水」。該所亦不單只種稻米，
更想「種蔬菜、種果樹、種森林」，所以
近年銳意引入各類新產品。
他又比喻，港交所作出改變，好像農夫

學用化肥一樣，有一定的風險，但不能因
此就不去使用化肥。互聯互通令「北水」
南下，活躍了港股市場，李小加指出，同
一時間，亦有「南水」北上，這是健康的
流動，對兩個市場都有好處。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核能科技（0611）
昨宣佈，以公司包銷商內部事項為由，
終止每持有8股現有股份可獲發1股發售
股份之公開發售安排。是次終止公開發
售，將不會對公司日常運作產生影響。
公司指出，近年來，不斷投入資源壯

大業務，至今已完成超過40座、總容量
逾2,000兆瓦的光伏發電站的EPC工程。
此外，公司持有自主投資建設並已發電

的集中式電站兩座，及已併網和在建的
分佈式電站十餘座，總容量近150兆瓦。
項目遍及中國20幾個省市和自治區。
公司表示，未來公司將按照業務發展

需要，制定對公司有利的長遠業務發展
計劃，積極探索供股或其他融資計劃，
投入更多資源以支持公司業務的持續快
速發展，致力成為國際先進的清潔能源
投資企業和服務商。

中國核能科技終止供股

香港文匯報訊 據路透對500多位經濟
學家的調查顯示，今年全球經濟預計將
以穩健步伐增長，增速有望達到2010年
以來最高，因發達經濟體動能增強且通
脹復甦。本月進行的路透調查覆蓋了逾
45個國家，不僅凸顯了對經濟增長的樂
觀情緒，還顯示這些國家中，有近70%
的通脹預期要麼上調，要麼維持不變。
瑞信首席經濟學家 James Sweeney表
示，「這是很長一段時間以來，第一次
出現全球經濟以增長加速之勢超越平均
水平，而不是以反彈之勢升向平均水
平，」今年全球經濟料成長3.7%，若果
真如此，將是2010年成長4.3%以來最快
增速。這高於10月調查時預估的3.6%增
長，但低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計
的成長3.9%。

企業及消費者信心大升
逾140位回答一項額外問題的受訪者中

有近70%的人稱，今年全球經濟景氣榮
景更可能將獲得動能，並推動通脹率高
於目前預期。這些預期主要受發達經濟
體的增長推動，尤其是歐元區和美國，
雖然或許不是動能全開，但足以讓經濟
繼續前行。企業和消費者信心大幅上升

加上穩健的就業增長，令分析師一再調
高歐元區及其主要經濟體的經濟成長預
估。

美今年料如期加息三次
美國2018年經濟增長預計將創下三年

來最快速度，受助於1980年代以來力度
最大的稅改行動。不過分析師稱，預期
中的提振效果將為時短暫，美聯儲仍將
按照目前的政策指引於今年升息三次。
最新調查中的通脹預期顯示，由於去年
的悲觀情緒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遏制，當
前通脹面臨的風險更多地偏向上檔。

貿易保護主義威脅有限
儘管分析師之前曾多次警告貿易保護

政策、尤其是美國總統特朗普的「美國
優先」政策給全球經濟帶來「高度不確
定性」，但最新調查顯示這種風險正在
逐漸減弱。實際上，回答了另一問題的
近140位分析師中，超過80%稱2018年
全球貿易遇到重大阻礙的可能性不大。
但另外24位受訪者稱可能會出現一些

貿易壁壘。他們提到的包括：北美自由
貿易協定(NAFTA)談判，英國脫歐談判，
中美貿易戰爆發的風險加大。

調查：今年全球經濟增速料8年最勁

■■港股昨一度突破港股昨一度突破3333,,000000
點點，，連續第六日破頂連續第六日破頂，，成交成交
略減至略減至11,,887887億元億元。。中新社中新社

港交所2018年工作重點

股本證券

定息及
貨幣產品

大宗商品

平台/
科技

IPO市場更與時俱進→完成拓寬上市制度

股票市場更緊密聯通→提升及擴大證券市場互聯
互通機制

衍生產品市場更具競爭力→推出A股衍生產品、
優化交易安排

優化債券通－擴闊債券通平台選擇，探討「南向
通」模式

推出人民幣利率衍生產品組合－滿足不斷增加的
風險管理需求

籌備前海聯合交易中心現貨平台的開業－服務內
地實體經濟

優化LME－完善新的收費結構及提升系統

推出領航星交易平台－證券市場（2月5日）

啟動新一代交易後平台

實施新的按金制度－提高市場效率、節省市場成
本

設立創新實驗室－加快香港交易所應用金融科技

■劉強東
稱，京東
金融未來
如果有需
要還是會
申請金融
牌照。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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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加稱，2016至2018戰略計劃取得重大進展，市
場表現強勁。

本疊內容：財經新聞 文匯馬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