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市旺場 半新股乘勢炒起

炒高等北水 港股撲31500
迎A股開門紅 騰訊內銀內險齊起舞

摩通料東亞去年稅前多賺1.5倍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A

股及「港股通」今日復市，市場憧

憬 A 股開門紅及「北水」重新流

入，在騰訊（0700）及內銀股勁升

帶動下，港股昨一度勁彈604點，

全日收報31,431點，挾升558點，

上試20天線阻力(31,588點)，重回

兩周高位。不過，大部分投資者似

仍未擺脫春節的氛圍，大市買賣兩

閒，成交只有975億元，是港股今

年全日市最少交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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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超威動力（0951）昨宣
佈，擬按每股4.48元配售1.32億股股份
予6名獨立於該公司的個人投資者，配售
股份相當於經擴大後股本約10.65%，配
售價較周二收市價5.45元折讓約18%，
集資淨額預計約5.91億元。完成後第二
大股東天能動力（0819）的持股比例將
由10.08%攤薄至9.01%。
超威動力股價昨受壓，收報4.87元，

大跌10.64%。
超威動力表示，本次配股所得款項淨

額預計約5.91億元，擬用作一般營運資
金。公司並指，在現行資本市況下，董

事會相信認購事項為公司進一步籌集資
金並擴大股東基礎的良機。
同業天能動力上周表示，該公司近期持

續增持超威動力的股份，持股比例較1月初
逾5%已升至逾10%，買入價平均每股4.59
元。

美瑞健康停牌涉股份配售
另外，美瑞健康國際(2327)昨日開市前

停牌，停牌前報0.43元。公告指待發佈
一項已簽署股份配售協議公告，至本報
昨晚截稿止，未見該公司刊發最新公
告。

匯豐後勤員工花紅擬2.5個月封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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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行對東亞
最新評級及目標價
大行

高盛

大摩

大華繼顯

里昂

花旗

摩通

德銀

美銀美林

評級

沽售

減持

沽售

沽售

沽售

減持

沽售

跑輸大市

目標價

32.2元

30元

29.6元

28元

26.8元

26.5元

25.5元

22.75元

大行對渣打
最新評級及目標價
大行

美銀美林

摩通

花旗

瑞銀

高盛

大摩

里昂

瑞信

投資評級

買入

增持

買入

中性

中性

減持

沽售

跑輸大市

目標價

108.5元

95元

92.5元

86元

76元

68元

67.5元

65.5元

投資市場一日都嫌多，沃爾瑪績差及美
債息急升，拖累隔夜美股急跌逾250

點，但昨日港股卻未受影響，恒指昨早高
開176點報31,050點，期後升幅一度收縮至
僅12點，見全日低位30,885點。之後在騰
訊、平保(2318)、港交所(0388)及內銀股領
漲帶動下，拾級而上，最多曾升604點，高
見31,477點。最後收報31,431點，大升558
點或1.8%。國指更跑贏大市，大升2.3%報
12,686點。惟大市成交減少10%，至僅975
億元。

後市看企業放榜及內地數據
耀才證券行政總裁許繹彬表示，大市上
周表現乏方向，相信還要待內地假期完全結
束，加上「北水」重臨，港股才有真正清晰
的方向。他指出，2月下旬有多個因素影響
大市上落，首先是公司業績期的展開，其次

是內地兩會將於3月初召開，會否再有利好
經濟的措施出台，是股民目前最關注的事
項。他特別指出，在兩會前後由中國官方發
表的經濟數據，是相當具參考性。
他續指，數據顯示農曆年假期間，訪港
人數大增一成，相信澳門也同樣受惠，故
他認為濠賭股亦是受惠者，尤其是濠賭股
去年表現一直被市場低估。此外，世界各
地流感肆虐，令醫藥股乘機炒作，近數月
錄得一波不錯的漲幅，但他表示，此類股
份只屬周期性炒作，投資者宜做好風險評
估才押注。

匯控反彈 港交所獲升目標價
農曆年期間，以微信發紅包的用戶增長

15%，刺激「股王」騰訊以全日最高458元收
市，升幅2.7%，推升恒指86點。憧憬港股通
資金重新流入，內銀股、石油股被挾升，建行

(0939)、工行(1398)、中行(3988)及農行(1288)
升2.5%至4.2%不等，信行(0998)及交行(3328)
亦升逾3%，中石化(0386)則升3.7%。
匯控(0005)業績後，多間大行仍維持「增
持」評級，匯控昨回升0.8%，恒生(0011)回
升1.7%。港交所下周公佈業績，加上市傳
「同股不同權」細則會由明日起諮詢市
場，刺激該股昨升1.9%，摩通也上調港交
所目標價，由250元升至300元。

摩通：現吸中國股票好時機
A股今日復市，市場普遍憧憬A股今日可

迎來狗年開門紅。摩根大通指出，美股走
勢引發的暫時性修正，為中國股市提供了
一個有吸引力的切入點。認為全球經濟增
長依然強勁，中國經濟活動穩定，該行對
銀行，保險，互聯網和電子商務，醫療保
健和環境保護等行業維持增持。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張美婷) 港股昨天
重拾升勢，不少半新股亦被炒上。希瑪眼
科 (3309)、彌明生活百貨 (8473)、龍昇集
團 (6829)等均有不錯的升幅。當中上周一上
市的彌明生活百貨於 6個交易日內累升
111.11% ， 昨 日 收 市 報 0.57 元 ， 升
48.05%；而希瑪眼科更累升315.86%。有
分析認為，半新股股價上漲受今日A股節後
復市、投資者憧憬北水南下、以及股價有
較大折讓等因素有關。

彌明百貨飆48%創新高
彌明生活百貨昨日股價的升幅為上市後
最高紀錄，該股開市報0.385元，最低報
0.38元，最高曾見0.59元，收市報0.57元，
升0.185元或48.05%；較招股價0.27元高
0.3元或111.11%，成交量5.02億股，成交
金額2.5億元。
龍昇集團開市報0.44元，其後同樣拾級

而上，最高報0.56元，收市報0.54元，升
0.1元或22.73%，較招股價0.4元高0.14元

或35%。成交量達6,160萬股，成交金額
3,250萬元。

希瑪已超招股價逾3倍
希瑪眼科昨日表現雖較同期半新股弱，

不過該股自上市後已累積了不少升幅。前
日該股已經率先爆升35%，昨日亦一度升
逾10%。該股昨開市報11.96元，最高報
13.3 元，最低報 11.96 元，收市報 12.06
元，升0.02元或0.17%。至昨日，該股較招
股價2.9元高9.16元或315.86%，成交金額
5.84億元。

部分半新股急跌後吸引
晉裕投資研究部投資策略師黃耀宗表

示，早前大市急跌令不少半新股首當其
衝，部分更受大市氣氛影響而急跌幾成，
不過新年後大市逐漸回穩，投資者趁機將
折讓後表現不錯的半新股炒上，加上部分
半新股並無加入互聯互通機制，未必會受
今日A股重開的影響，但部分內地投資者可

能於市況不明朗的情況下沽出股票平倉減
低風險，故有利半新股上升。
信誠證券聯席董事張智威表示，不少半
新股於招股認購期間已經有不錯表現，如
彌明生活百貨當時公開發售超額認購136.51
倍，本應上市後有不錯表現，不過遇上美
股大跌市，其股價表現受到影響。新年過
後投資者開始憧憬北水南下資金流入港
股、和大市其他利好因素，故半新股出現
爆升的情況。

名仕快相孖展超購11倍
其他新股方面，目前有3隻新股正在招

股，分別為名仕快相 (8483)、域高國際控
股 (1621)、天長集團 (2182)。據市場消息透
露，名仕快相昨日孖展截止，共錄8,980萬
元，孖展認購逾11.8倍。而早前延遲上市
的域高國際控股目前孖展認購共870萬元，
孖展認購已超購。天長集團孖展認購共
8,200萬元，孖展認購逾5.8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
美聯儲今日（22日）凌晨3時公佈上
月議息記錄，市場關注其描述加息
的措詞。近期美債供應量暴升，包
括美國財政部本周拍賣共2,580億美
元債券，有市場憂慮供應增加下或
令需求減弱，最終令債價回落及債
息上升，有分析預期美10年期國債
孳息率最快或於本周突破3%水平，
有關水平可能成為各類資產風險偏
好的潛在分水嶺，亦有可能令市場
啟動新一輪對風險的重新定價。
美國財政部周二拍賣合共1,790

億美元的短期債券，包括510億美
元 3個月期國庫券的中標利率為
1.63%，450億美元6個月期國庫券
中標利率為1.82%，550億美元1個
月期國庫券的中標利率為1.38%，
而280億美元兩年期定息債券的中
標利率為2.255%，全部中標利率都
是自2008年以來最高。美國債孳息
率同日見上漲，其中10年期孳息率
報2.888%，已逼近上周觸及的近4
年高位2.944%。

可能引發一連串重新定價
Cross Border Capital預期，美國

10年期債息年內或上試3.5%，有機
會引發一連串的重新定價，並在整
個市場掀起波瀾。該行認為美國兩
項安全資產，包括美元和美債，現

時已高估了10%至20%，相信隨着
價格回調，更傳統的風險資產價格
將會類似地出現下滑。
荷蘭國際集團駐阿姆斯特丹資深

利率策略師Martin van Vliet 則認
為，感覺現時市場氣氛似乎希望10
年期債息突破3%水平，料屆時將
吸引新的多頭入場。

上商：未必引起市場恐慌
上商研究部主管林俊泓則認為，

近期美國債需求偏低，如需求持續
疲弱或影響到10年期債息上升，但
他認為債息向上不一定引起市場恐
慌，亦預期不會對股市和經濟帶來
很大波動，因美聯儲加息反映其看
好經濟。

華僑永亨：美元料續反彈
華僑永亨銀行經濟師李若凡表

示，美國10年期國債孳息率上升，
除了反映出通脹預期升溫外，亦反
映市場對國債供應大幅增加的擔
憂，而債券收益率上升相信會支持
美元指數反彈。美元兌一籃子主要
貨幣周二升至6日高位，延續從上
周觸及的3年低位反彈勢頭，受惠
於美國債孳息率上漲，部分交易員
減少拋售美元。美元指數周二升
0.62%，報89.63，昨晚7時30分報
89.88，升約0.19%。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匯控
(0005)及恒生(0011)剛於周二公佈全年業
績，前者令市場失望，後者則優於預
期，令市場關注另一本地銀行股東亞銀
行(0023)及另一國際性銀行渣打(2888)的
業績表現。今日公佈2017年全年業績的
東亞，被市場預期其稅前純利介乎67.9
億至113.8億元，較2016年同期稅前純利
增幅約48%至148%，預測結果相當分
歧。至於渣打，市場料其去年的稅前基
本溢利介乎29.9億至33.9億美元，預測
結果相對較接近。
市場預料，東亞去年出售卓佳集團

後，可錄得淨溢利逾30億元，加上受惠
貸款質素改善、減值貸款損失大減下，
可令盈利提升。不過，大行都關注東亞
未來如何控制其貸款及營運成本，故對
東亞的評級暫時沒大改變，大約維持在
「沽售」、「減持」和「跑輸大市」等
評級。

估計非經營收益大增撥備減
大行中以摩通最樂觀。摩通估計東亞

去年稅前純利113.83億元可按年增1.48
倍，主要受惠非經營收益大增及撥備減
少，淨息差料可擴闊至1.64%，手續費

收入亦見上升，但由於東亞的內地業務
淨息差仍受壓，貸款增長會落後於同
業。
東亞昨收報33.55元，升 0.75%。

渣打稅前基本溢利料增兩倍
至於下周二公佈業績的渣打，由於該

行屬國際性銀行，表現更具指標性。市
場料渣打去年的稅前基本溢利介乎29.86
億至33.89億美元，較2016年同期增1.7
至2.1倍，若以中位數32.1億美元計，也
有1.94倍的年增幅。

聚焦是否派息及新業務指引
市場普遍預期，渣打去年業績可明顯

改善，主要因減值撥備大減、資產質素
改善等因素，預測渣打去年貸款及墊款
減損撥備只有約12.5億至14.1億美元，
按年大減40.9%至47.7%。不過，摩根士
丹利及里昂均預期，渣打將不派發全年
股息。美銀美林則相信，渣打業績焦點
是其實際收入增長、重新派發股息及新
業務指引，並料渣打將派發每股10美仙
的股息，其他券商則預測渣打的派息會
介乎每股9.7至20美仙。
渣打昨收報90.25元，升1.35%。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匯豐銀
行擬更改低層後勤員工花紅制度，有報道
指該行本月發出的內部文件顯示，原本後
勤員工浮動薪酬計算方式是由上級指導改
為公式化方式，料每年獲派花紅封頂至最
多2.5個月，較現時在浮動制度下表現良
好者可獲得4個月的花紅大減，而有關變
更只涉及中低層後勤員工，文件亦指部分
員工將於下月加人工，意味其總薪酬不
變。
報道引述有關文件指，新計算方法將更

具透明度，員工可得悉花紅計算方法是由
表現及品格評分，新方式同時由該行中央
處理，再無需主管制訂花紅池，意味可撇
除上司主觀評分。而據以往經驗，表現良
好員工或可拿取多達4個月花紅，平均亦有
1.5個月至2.5個月。

浮動制將改公式化 明春實施
據悉，計算花紅新方式將於明年3月實

施，並針對第6級至第8級後勤員工，即中
低層員工，牽涉部門包括前線以外所有員

工，包括秘書、會計、傳訊、市場推廣、
資訊科技、零售及財富管理部客戶支援多
個部門。文件亦指，未來會審視其他級別
同業及業務會否採用同樣計算花紅方法。

2600名本地員工將納入計劃
匯豐發言人回應指，約2,600名本地員工

將會被納入計劃，由於後勤員工的固定薪
酬會獲得調整，總體而言，若員工表現不
變，將會獲得同等或更好待遇，而前線員
工則會維持由管理層及花紅池決定花紅。

大折讓配股淨籌5.9億 超威插10%

■■港股昨一度勁彈港股昨一度勁彈604604點點，，成成
交縮至交縮至975975億元億元。。 中通社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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