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交所研推亞洲指數期貨
夥MSCI擴產品線 首染指海外指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港交所

（0388）擴闊產品線，外電昨報道指，

其正與指數編制公司MSCI商討合作，計

劃推出一個與MSCI亞洲（日本除外）指

數掛鈎的期貨產品，該指數將跟蹤除日

本外近650家總部設在亞洲的公司，此

舉標誌港交所努力打造自己的衍生產品

業務之餘，也擴闊其產品種類。

港交所以往提供的期貨合約產品，大多
數與香港和內地的股票掛鈎，如成事

將為港交所首度涉足海外市場的指數產品。
而MSCI自2004年以來，也沒任何期貨合約
在香港上市。彭博昨引述港交所行政總裁李
小加表示，希望該所的衍生產品市場更具競
爭力。港交所發言人指，交易所不斷探索拓
展期貨合約等衍生產品組合的方法，以滿足
市場需求，當取得更多進展時，將會告知市
場。MSCI發言人則不予置評。

衍生產品收入遜新交所
目前新加坡交易所的期貨合約產品，與
世界各地的股票掛鈎，其中包括印度、日
本和台灣。據彭博的數據顯示，港交所的
衍生產品收入，佔其去年總收入比例約為
18%，而新交所的衍生產品收入卻佔其總收
入高達38%。
有關計劃需獲監管部門批准，現時MSCI

亞洲（除日本外）指數，權重最大的公司
為騰訊（0700）及阿里巴巴，另外還包括
三星電子和台積電。騰訊昨日亦再一次拯
救大市，全日升0.6%，為恒指貢獻20點
下，令大市由跌轉升7點，收報31,601點，
連升4日累計1,404點或4.7%，續創2月5
日以來新高。
港股昨日缺乏方向，在前日連升3日之

後，昨日市況轉為好淡爭持，在重磅股中
移動（0941）及匯控（0005）拖累下，恒
指一度跌過132點，但騰訊及內銀股支撐大
市，才令大市由跌轉升，惟昨日下跌股份
仍超過900隻，成交更下降至1,108億元。
國指則升49點報12,746點，跑贏大市。
招銀國際策略師蘇沛豐指出，港股在前

日3連升後，市場買盤轉趨審慎，是大市昨
日好淡爭持的主因。他又說，由於環球風
險有所紓緩，港股的技術走勢也見突破，
基本上可確認大市已重拾升勢，惟短期獲

利盤會令走勢較反覆，料恒指的波幅將介
乎31,000點至31,800點。

「兩監合併」內險股受壓
昨日內銀股向好，蘇沛豐認為，中銀監
會調低銀行撥備的覆蓋率，有利內銀股的
估值重估，也支持了內銀股近日的股價。
農行（1288）更成為了市場焦點，該行配
售A股，消除了不明朗因素，並有機會派中
期息，刺激股價再升5.4%報4.71元，創該
股 13 個月以來最大單日升幅，工行
（1398）也升1.1%，連升第6日。
不過，中銀監與中保監合併，市場擔心

會加強保險業的監管，內險股普遍報跌，
平保（2318）跌0.5%，新華保險（1336）
跌1.7%，人保（1339）也跌1.1%。另外，
內地三大電信商被大行下調目標價，齊齊
要跌逾 1%，當中中移動（0941）就跌
1.2%，拖累恒指跌17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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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外電消息指出，由於沙特
阿美前往倫敦或紐約進行首次公開發行
（IPO）的計劃充滿變數，沙特當局看來愈
來愈有可能讓沙特阿美只在本國上市。消
息人士稱，沙特阿美IPO除了依賴內地、
日本及韓國的基石投資者，沙特目前期望
今年6月獲得明晟MSCI給予新興市場地
位，以協助沙特阿美吸引歐美資金。
沙特計劃讓沙特阿美最多5%的股權在
IPO上市，此項IPO案對沙特阿美的估值可
能高達2萬億美元，使其成為全球市值最大
的石油企業。沙特能源部長法力赫上周表
示，沙特阿美的地位太重要，不能冒險在
美國掛牌上市，因為將有法律訴訟疑慮，
如一些對手油企因為在氣候變遷方面的影
響而官司纏身。

肩負沙特「入摩」厚望
英國《金融時報》指出，沙特方面告訴
英國官員，倫敦有機會獲選為沙特阿美
IPO落腳處，但最快要等到2019年。路透

社昨引述多位消息人士表示，沙特目前聚
焦於在沙特本國證交所Tadawul上市，原
因是沙特希望明晟MSCI將沙特納入新興
市場指數，沙特阿美在Tadawul上市可為
資本市場帶來催化作用。沙特若被納入
MSCI指數，沙特阿美及沙特股市都可以
獲更多歐美資金投入。
但難題是，沙特Tadawul交易所的總上市
市值僅有約4,750億美元，如果沒有外資參
與，恐無法吸收沙特阿美。而接近流程的
消息人士指出，即便沙特有了新興市場地
位，沙特阿美可能也難以在本土市場籌得
1,000 億美元。銀行家及分析師稱，
Tadawul的日成交額約16億美元，如果沙
特阿美在此上市，則有可能會將在該交易
所上市的其他股票淹沒。

王儲作最終上市地決定
路透社的報道說，沙特王儲穆罕默德

（Mohammed bin Salman）計劃讓該國經
濟在石油行業之外尋求多元化，沙特阿美

上市正是這一計劃的核心所在，也可扶助
飽受低油價打擊的該國預算。
沙特阿美原定於2018年上市，但有關該
企業究竟應否在重要西方市場上市的爭論
影響了準備工作。沙特政府的一個顧問委
員會今年要求安全監管機構對本地上市的
影響進行研究。沙特阿美本周一表示，仍
在評估IPO方案。但最終決定將由監管沙
特經濟和石油政策的沙特阿拉伯王儲穆罕
默德作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美婷）
再有教育股上市。中國新華教育
（2779）今日起至下周一（19日）
招股，招股價介乎每股2.83元至
3.69元，共發行4億股，當中90%
國際配售，10%為公開發售，集資
最多 14.76 億元，每手入場費約
3,727 元。該股將於 26 日主板掛
牌，麥格理為獨家保薦人。
據招股書透露，以招股價中間價

3.26 元計算，集資淨額約 12.4 億
元，當中53%將用作收購其他學
校；約35%用作提升學校設施及教
育設備；約2%用作鞏固市場地位
及提升品牌認可度；餘下10%用作
營運資金及一般公司用途。

環球印館集資2720萬
新華教育旗下的新華學校學生人

數自2016至2017年度的4,902人，
下跌至 2017 至 2018 年度的 4,446
人。執行董事王永凱於昨日記者會
表示，主要因為新華學院與新華學
校共用同一校舍，因為集團於2017
至2018年度優先滿足新華學院的學
生所致。不過，集團去年已增加4
座宿舍大樓，提供約 8,000 個宿
位，相信問題會逐步改善。

此外，本港印刷服務商環球印館
（8448）昨日起至本周五（16日）
招股，招股價介乎0.2至0.24元，
入場費為4,848.37元。是次共發行
2.25億股。以招股價中位數0.22元
計，預期集資淨額2,720萬元，其
中約44.5%將用於一台五色柯式印
刷機購買價的部分支付款項，以提
升產能；約43.7%將用於購買一台
混合印刷機購買價的部分支付款
項，以提升生產力；約8.1%將用作
擴大店舖網絡，除現有22間店舖
外，增設7間店舖；及約3.7%將用
於提升資訊科技系統。

寶積資本孖展超購60倍
另一邊廂，《傳聞》機構融資顧

問服務公司寶積資本（8168）昨截
收孖展，共錄得近4.9億元，相當
於公開發售超額認購60.25倍。
中國白銀（0815）分拆的內地網
上珠寶零售商金貓銀貓（1815）昨
日掛牌，開市報2.44元，最高報2.5
元，最低報2.38元，全日收報2.39
元，較招股價2.38元高 0.01元或
0.42%。成交量6,460萬股，成交金
額1.58億元。不計手續費，每手賺
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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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港機工
程（0044）昨公佈截至2017年末全年業
績，受美洲業務拖累期內盈轉蝕，錄得
5.4億元虧損，不過仍派二次中期股息0.5
元，全年共派1.03元。行政總裁鄧健榮昨
於業績會上表示，去年美洲業務錄得虧
損，主要是受商譽減值開支、遞延稅項、
機身及維修服務工作量減少等影響，他相
信今年業務會有所改善，惟難以預測何時
達到收支平衡。

美洲業務虧損近15億
鄧健榮解釋，期內港機（美洲）公司商譽
減值支出6.25億元，及遞延稅項資產淨值的
撇銷2.49億元。不過去年開始，集團已為美
洲業務重整，包括關閉一間廠房、增強管理
團隊以提升工作效率及改善工作流程，現時
該業務已見改善，加上今年有新客戶，他預
計機身服務工程會有所增加。年報顯示，雖
然香港和廈門業務保持增勢，但集團的美洲

業務虧損持續，由2016年蝕5.23億元擴至
去年全年的14.83億元。
廈門市政府提議搬遷機場至翔安區，鄧健
榮回應指機場仍在審批中，須等待政府批
准。主席史樂山則在年報中指出，新機場及
其啟用對廈門的業務營運會造成重大影響，
管理層與當地政府機關會保持定期溝通。
此外，鄧健榮透露，今年將在本港增聘
300名飛機維修學員，補充人才的自然流
失。

商譽大減值 港機轉蝕5.4億

香港文匯報訊 證監會昨日連開兩張大
額罰單，分別向德意志銀行及德意志證
券，以及中信里昂證券作出830萬元及
900萬元的罰款，同時並譴責有關公司。
證監會昨公佈，與德意志銀行及其全資
附屬公司德意志證券就有關違反淡倉申
報、無牌進行受規管活動及客戶款項分隔
的監管規定的關注事項，達成解決方案。
證監會對上述兩家公司作出譴責並罰款合

共830萬元。
案件透露，德銀沒有遵守淡倉申報規

定，導致其在2012年6月至2015年1月期
間，漏報了792個淡倉，以及在2015年1
月至2017年3月期間，於未獲註冊進行第
5類受規管活動的情況下發佈了49份有關
期貨合約的研究報告；及德意志證券在
2010年1月至2014年12月期間，曾117次
未能在《證券及期貨（客戶款項）規則》

下的指定時限內分隔客戶款項，而有關缺
失在指定時限後獲得糾正。

譴責內部監控缺失
另外，證監會就中信里昂證券在利便客

戶服務方面的內部監控缺失及《操守準
則》下的匯報責任所涉及的關注事項達成
解決方案後，對中信里昂證券作出譴責及
罰款900萬元。證監會與中信里昂證券於
2016年11月共同委聘了一家獨立檢討機
構，對中信里昂證券在2014年至2016年
期間的內部監控措施進行檢討。

德銀中信里昂遭證監罰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美婷）新股市場
持續興旺，昨日兩隻新股的暗盤表現造
好。公開發售錄約2,600倍超額認購的飲品
店「天仁茗茶」經營商賓仕國際
（1705），昨日暗盤最高升130%，每手賺
5,200元；於本港從事空運貨代地勤服務及
空運貨站經營服務的亞洲實業（1737）暗
盤最高升10.4%，每手賺500元。

認購500手穩獲一手
據耀才新股交易中心顯示，賓仕國際

暗盤最高報2.55元，最低報1.8元，收報
2.3 元，較招股價 1 元，高 1.3 元或
130%；不計手續費，每手賺5,200元。而
輝立交易場資料顯示，該股開市報2.27
元，最高報2.64元，最低報1.88元，收
報2.27元，升1.27元或127%；不計手續
費，每手賺5,080元。
賓仕國際公佈招股結果，公開發售部

分錄得約2,599.5倍超購，為史上第二大
超購倍數新股，一手中籤率僅3.01%，認
購500手始穩獲一手。由於觸發回撥機

制，公開發售部分的比例增至50%；配
售部分獲適度超額認購。股份每股定價1
元，為招股價每股0.8元至1元的上限，
集資約7,110萬元。

2.5元樓上可止賺
信誠證券聯席董事張智威表示，賓仕

國際暗盤表現與市場預期相符，料今日
股價有1至2倍的升幅，股價會於2元至3
元水平，建議投資者可於2元或以下價位
買入作短期部署，而2.5元或以上可逐步
沽貨止賺，不過美股的走勢會左右其股
價上落，投資者需注意注碼。
至於亞洲實業的暗盤表現，耀才新股交

易中心顯示，該股收報0.53元，較招股價
0.48元，高0.05元或10.42%；不計手續
費，每手賺500元。輝立交易場資料顯
示，該股收報同為0.53元。該股昨日公佈
招股結果，公開發售部分錄約79.96倍認
購，申請一手的中籤率38.01%。該股以每
股0.48元定價，為招股價0.3元至0.5元上
限水平，是次集資淨額約9,520萬元。

「天仁茗茶」賓仕暗盤賺5200元沙特阿美海外上市渺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港燈
（2638）昨公佈去年全年業績，純利為
33.41億元，按年減少7.17%，每股盈利為
37.81仙，每股份合訂單位末期分派20.12
仙，連同中期分派19.92仙，全年合共派
40.04仙，與2016年持平。港燈主席霍建寧
於業績報告中表示，去年集團售電量按年下
跌1.6%，因應香港市民的節能意識不斷提
高，預期未來人均用電量將持續向下。

大搞燃氣發電 加電費壓力增
霍建寧表示，為向市民提供更潔淨能源，
集團經已開展多項大型計劃，藉此大幅提高
燃氣發電容量，以及逐步取代即將退役的燃
煤發電機組。由於購置新機組的相關資本開
支和增加使用較昂貴的天然氣，故這些舉措
將無可避免地對日後電費帶來更大壓力。
業績報告披露，港燈南丫發電廠內最早
投產的一台燃煤發電機組L1已於2017年5
月退役，廠內其他燃煤機組的使用限期亦將
於2030年前後相繼屆滿，並將採用新燃氣
發電機組取替。
於新協議下，港燈准許利潤回報率下調

至固定資產平均淨值8%，但憑藉新協議期
內更新港燈由煤轉氣發電組合所帶來的巨大
資產增長，有信心可以為股份合訂單位持有
人繼續締造長遠價值。
另一方面，現行的《管制計劃協議》將於今

年底屆滿。對此，霍建寧表示，未來數個月集
團的首要目標，是與政府完成磋商，落實與新
協議的所有相關事項，為新框架下的各個項目
作好準備，包括引入上網電價和可再生能源證
書。集團正制訂未來五年的發展計劃供政府審
批，並敲定其它待定的執行細節。

市民慳電 港燈少賺7%

■港股連升3日後，昨天轉為好淡爭持，在騰訊及內銀股支撐大市下，大市由跌轉
升。 中新社

■左起：中國新
華教育執行董事
王永凱、主席兼
非執行董事吳俊
保、執行董事陸
真、財務部副部
長田靜。

張美婷 攝

■消息指，沙特王儲穆罕默德計劃讓該國經
濟在石油行業之外尋求多元化。 資料圖片

■港燈業績報告指，因市民節能意識不斷提
高，去年售電量按年下跌1.6%。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