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新股暗盤全蝕 德益每手蝕600元

港股虎頭蛇尾 成交一個月低
美債息續升 長假前資金避險 北水流入減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受美債息升至4年

新高影響，港股走勢「虎頭蛇尾」，先升近300點

後無力企穩，最終以全日最低位報收，跌47點報

29,459點，成交縮減至1,355億元的一個月低位。

市場人士指出，美股暫見有企穩之勢，加上A股又

反彈，港股投資氣氛早段稍為好轉，但美債息續

升，而長假期前資金傾向避險，「北水」縮至只有

52億元人民幣，都是令大市無力再上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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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才證券研究部總監植耀輝表示，由於
即將步入新年假期，加上市場仍將觀

望美股能否在現水平企穩，相信大市有較
大機會在現水平作整固。策略方面，現階
段如上周一樣，靜觀其變是最適合，因買
上買落具有一定風險。持貨選擇方面，仍
以強勢股為主力，只要佔比不高的話，仍
可繼續持有。

逾1100隻股份升 後市料轉穩
美國10年期債息突破2.9%，升至四年高
位，打擊了大市的反彈勢頭，但值得留意
的是，昨日上升的股份超過1,100隻，下跌

股份只有約500多隻，成交也見大幅縮減，
是大市漸穩的一個訊號。
騰訊(0700)及友邦(1299)都造好，前者曾

反彈3%，但收市只能升0.5%報409.6元，
友邦升幅為1.2%，兩者也未能支撐大市。
手機股的彈力就相當充足，舜宇(2382)再彈
3.5%，是表現最好藍籌，丘鈦(1478)更彈
6.3%。

汽車股炒上 中資航空股受捧
國指仍隨港股倒跌1點收市，收報11,900
點。市傳內地保留新能源車的地方補貼，
汽車股順勢炒上，吉利(0175)一度升近

5%，比亞迪(1211)更升3.2%。中資航空股
獲德銀上調目標，將東航(0670)目標價由
4.95元升至6.8元，南航(1055)目標價由6.85
元升至9.2元，國航(0753)目標價由7.3元升
至10.05元，指航空股受惠油價回軟，以及
人民幣匯價持續上升，國航及南航均升逾
5%，東航升3.6%。
個股方面，由於上周股債震盪，炒作私
有化的瑞房(0272)因無意再與銀行商討潛在
私有化融資計劃，全日股價要回調18.2%報
2.11元，成交額多達3.22億元。永保林業
(0723)被列入除牌第一階段，股價全日挫
56%報0.022元，是表現最差股份。

香港文匯報訊 港交所（0388）
昨歡迎政府委任史美倫及洪丕正為
董事。史美倫及洪丕正的任期將由
港交所2018年股東周年大會結束時
起，至2020年股東周年大會結束時
止。周松崗及范華達將自港交所
2018年股東周年大會結束時起卸任
董事。
市場人士分析，相關安排是為史

美倫接任港交所主席鋪路。港交所
董事會將在4月股東周年大會後召
開董事會議，從董事會成員中任命
一位主席，市場傳言史美倫為大熱
門。現任金發局主席的史美倫與香
港證券業有很深渊源，早在1991年
至2001年，她曾在香港證監會任
職，是引入國企來港上市的功臣。
2001年3月至2004年9月，獲任命
為中證監副主席，成為「來自境外
首位副部級官員」。2006至2012年
亦曾任港交所獨立非執行董事。
根據港交所《公司組織章程細

則》第 109(2)條（簡稱《公司章
程》）及《證券及期貨條例》第69

條，港交所主席的委任須
經行政長官書面批准。周
松崗將完成港交所主席連
續6年的任期，因此根據
《公司章程》今年將不能
再續任港交所主席。

與洪丕正齊任董事
史美倫昨表示，港交

所是香港金融市場的重要
基石，關係着香港資本市
場的未來發展。很高興能
夠再次加入港交所董事
會，期盼與其他董事和公
司管理層共同努力，確保
港交所維護公眾利益並為

股東創造價值。
洪丕正也表示，港交所是全球領

先的交易所集團和互聯互通的先
鋒。很榮幸加入港交所董事會，將
盡自己所能履行董事的職責，為港
交所和香港市場的繁榮發展作出貢
獻。
港交所主席周松崗表示，歡迎史
美倫重返董事會及洪丕正的加入，
他們在金融服務業、證券和衍生品
市場以及企業管理方面擁有非常豐
富的經驗，相信可以有助港交所的
未來發展。

周松崗范華達4月底卸任
周松崗還表示，他謹代表港交所

感謝范華達董事過去6年為港交所
作出的重要貢獻。他本人也將於今
年4月底卸任。「我很榮幸能夠擔
任香港交易所主席，在過去幾年和
大家一起推動了香港交易所的快速
發展，鞏固了香港作為全球金融中
心的領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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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美倫簡歷
■大紫荊勳賢，金紫荊星章，太平紳士（68歲）

■其他主要職務

•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獨立非執行董事（2008~）

•匯豐控股有限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2011~）

• Unilever N.V.（於阿姆斯特丹泛歐交易所及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

–非執行董事（2013~）

• Unilever PLC (於倫敦證券交易所及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

–非執行董事（2013~）

• 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有限公司 – 獨立非執行董事（2004~）及副主席
（2007~）

■前任職務

•港交所–獨立非執行董事（2006-2012）

• 證 監 會 （1991-2001： 副 主 席 （1998-2001） 、 執 行 董 事
（1994-2001）、高級總監（1993-1994）及副總監（1991-1993））

•中國證監會副主席（2001-2004）

■公職

•中國證監會–國際顧問委員會副主席（2004~）

•中國銀監會–國際諮詢委員會委員 (2013~）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2004~）

•金融領導委員會–委員（2017~）

•金融發展局–主席（2013~）

•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香港特別行政區人大代表
（2013-2018）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張美婷)港股昨日高
開低收，新股也受大市氣氛拖累，原定昨
日上市的新股域高國際 (1621)更因為需要更
多時間回應監管機構的查詢，臨門撻 Q 延
遲上市，該股上周五在暗盤交易場所作的
暗盤交易取消無效。另三隻照常上市的新
股，常滿控股(8523)、熒德(8535)，立基工
程 (1690)股價均蝕錢，一手最多蝕680元。
域高國際公佈，公司已於上周五將售價
與定價上限差額的部分退款，退還予申請
人，而取消上市的退款支票將於今年2月15
日以普通郵遞方式寄往申請人。據耀才新
股交易中心透露，該股上周五暗盤收報0.41
元，跌14.58%，一手蝕560元。
事實上，延遲上市並非新鮮事，事關證
監會已經加強整肅新股。早前創板股嚐．
高美 (8371)因為監管機構就創板上市規則第

11.23條查詢，和公司及包銷商需更多時間
做股份發售的建賬程序等原因，令其延遲
兩日上市。

需時間回應監管機構查詢
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董事林鴻恩透露，

新股延遲上市通常有兩大原因。首先，新股
遇上未能預計的「意外」，如公司主要的供
應商突然倒閉、公司財務數據與招股書有異
等；第二則可能是監管機構收到匿名信，涉
及公司不利指控，故監管機構需要就信件內
容向公司展開詢問。
林鴻恩稱，通常聆訊為1至3星期，不過若

聆訊時間過長，有機會令招股書中的財務數
據未能呈報最新資料 (最近的6個月)，公司可
能需要花時間更新，令其上市時間延長。他
指程序上，被延遲上市的新股需要先將售價

與定價上限差額的部分退款予申請人。

3新股潛水 熒德一手蝕680元
另外，熒德控股昨開報0.15元，最高見

0.152 元，最低見 0.13 元，全日收 0.136
元，較上市價0.17元，低0.034元或20%；
成交2億股，涉資2,900萬元；不計手續
費，每手蝕680元。常滿控股全日收0.4
元，較上市價0.5元，低0.1元或20%；成
交1.73億股，涉資8,975萬元；不計手續
費，每手蝕500元。
轉主板上市的批發土木工程服務公司的

立基工程全日收 0.28 元，跌 0.025 元或
8.197%；成交1,290萬股，涉資375萬元。
以介紹形式來港上市、新加坡泛聯集團

旗下的興華港口全日收1.27元；成交669萬
股，涉資856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內地嚴
打走資，限制內地人來港投保，保險公
司紛紛變招吸客。星展銀行與香港國際
醫療中心合作，在中環增設一幢29層的
醫學中心，為客戶提供體檢及醫療服
務。星展香港零售銀行業務及財富管理
執行董事兼銀行保險業務主管李鴻燊昨
出席記者會時表示，有關服務主要針對
高端客戶而設，期望措施可為該行財富
管理業務帶來協同效應，而星展香港今
年保險業務增長目標為20%以上。
李鴻燊表示，星展集團剛剛公佈業績，

香港地區業績表現亮麗，又指過去兩年星

展香港保險業務的增幅，一直在集團亞太
區業務中處領先位置，期望今年有關業務
按年增長達20%以上。他提到近年本港整
體保險業務只有低單位數字增長，市場競
爭激烈，故此該行將繼續集中服務高端客
戶。

合設醫學中心吸高端客
李鴻燊又指，該行留意到客戶對高端醫

療服務需求增加，特別是來自大灣區的客
戶對高端醫療服務需求旺盛，故此特別增
設醫學中心，為客戶提供一站式財富及健
康諮詢服務，如客戶購買人壽保險計劃
前，保險公司或會要求投保人先做身體檢
查，以確認其身體狀況符合投保條件，他
相信醫學中心可為該行帶來協同效應，長
遠而言亦相信會有較高的回報，但他未有
透露項目的資本投入。
據介紹，星展在中環增設一幢醫學中

心，樓高29層，客戶可於大樓內進行指
定醫護程序及體檢，包括腫瘤科、輔助
生殖科、日間手術中心、體檢中心、中
醫、家庭醫學和醫學影像中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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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高撻Q延遲上市 暗盤交易取消

■ 李 鴻 燊
稱，大灣區
的客戶對高
端醫療服務
需求旺盛。
馬翠媚 攝

■市場傳言史美倫為港交所主席大熱門。

■港股昨先升近300點後倒跌，成交縮減至1,355億元的一個
月低位。 中通社

星展冀港保險業務今年增逾20%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張美婷) 港股市況
疲弱，拖累新股暗盤表現，昨晚4隻新股暗
盤股價無一倖免，通通蝕錢離場，當中包
括德益控股 (8522)、澳能建設 (1183)、匯聚
科技 (1729)、 Top Standard Corporation
(8510)。當中德益控股的跌幅最大，每手蝕
600元。
本港建築承建商德益控股昨日暗盤表現
最差，據耀才新股交易中心透露，最高報
0.72元，最低報0.6元，收市報0.65元，較
招股價0.8元，低0.15元或18.75%；不計手
續費，每手蝕600元。德益控股是次共發售
9,300萬股，其中10%公開發售獲逾34倍超
購，已啟動回撥機制佔比增至30%，一手

中籤率60%；股份以招股範圍的上限，料
集資淨額5,340萬元，主要用作招聘和挽留
額外員工、作為履約保證金及購置機器與
汽車等。

Top Standard暗盤每手蝕160元
4隻新股中蝕得最少為本港餐飲集團的

Top Standard。該股最高報0.34元，最低報
0.25元，收報0.33元，較招股價0.35元，低
0.02元或5.71%；不計手續費，每手蝕160
元。Top Standard是次共發售2億股，其中
10%公開發售獲逾15倍超購，已啟動回撥
機制佔比增至30%，人人有份；股份以招
股範圍的下限，料集資淨額4,320萬元，其

中38%用於設立中央廚房，25.3%用作翻新
物業及升級設備，21%用作開設新餐廳，
8.4%用作還債。

澳能及匯聚暗盤齊挫約12%
另外，澳門綜合型建築工程承建商的澳

能建設暗盤最高報 1.12 元，最低報 1.01
元，收報1.09元，較招股價1.25元，低0.16
元或12.8%；不計手續費，每手蝕320元。
在惠州擁有生產設施的定製電線組件供

應商匯聚科技暗盤最高報0.5元，最低報
0.42元，收報0.44元，較招股價0.5元，低
0.06元或12%；不計手續費，每手蝕480
元。

■熒德控股主席熒德控股主席
兼行政總裁潘正兼行政總裁潘正
強強。。 莫雪芝莫雪芝 攝攝

■常滿控股主常滿控股主
席鄧仕和席鄧仕和。。

莫雪芝莫雪芝 攝攝

■■立基工程主立基工程主
席黃鏡光席黃鏡光。。

莫雪芝莫雪芝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