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美婷）由
中國平安（2318）分拆的平安好醫
生將於下周一招股，入場費約5,535
元，據5間券商透露，其累計孖展預
訂額增至逾630億元，相當於公開發
售集資約5.7億元，超額認購逾109
倍，名副其實是「未招股先超
額」。有券商表示，若該新股招股
反應熱烈，其凍資規模有機會可媲
美去年閱文集團（0772）曾凍結
5,200億元的凍資王的紀錄。

孖展逾630億 超購109倍
據5間券商透露，目前孖展預訂額

逾630億元，包括耀才證券（230億
元）、海通國際（200億元）、輝立

證券（90億元）、信誠證券（90億
元）、時富證券（逾20億元）。
信誠證券聯席董事張智威表示，平

安好醫生與去年上市的新經濟股包括
閱文、易鑫（2858）、雷蛇（1337）
等同為集資較多的概念股架構相似，
其業務暫未有盈利，而上述新股股價
均於上市後短時間內抽升，故相信平
安好醫生上市後，升幅可達50%。他
續指，該股未招股先超額逾百倍，已
經屬於較難抽的新股，故抽股策略與
早前的毛記葵涌（1716）相似，以
「人頭戰術」加上孖展認購，增加其
中籤機率。以目前該股的認購勢頭，
其集資額有望破逾千億元，相信短期
內對港匯水平有幫助，令港匯偏離

7.85弱方兌換保證水平。
晉裕環球資產管理投資研究部首席

投資策略師黃耀宗表示，平安好醫生
招 股 可 能 增 加 銀 行 同 業 拆 息
（HIBOR）短期抽升的壓力，因為
港元流出和套息等問題，導致港匯偏
弱，若新股將大量資金凍結，有機會
減少銀行體系的流動性，導致銀行息
口短期抽升較高水平。

ZC TECH首掛每手蝕620元
其他新股方面，內地工業精密3D

檢測及精密加工解決方案的第二大智
能製造解決方案的供應商ZC TECH
GP（8511）昨日掛牌，開報 0.61
元，最高報0.65元，最低報0.49元，

全日收0.495元，較上市價0.65元，
低0.155元或23.85%，成交8,414萬
股，涉資4,909萬元。不計手續費，
每手蝕620元。
另外，安徽省大型白色家電塑料及鋼

材部件加工商寶申控股（8151）昨日於
耀才暗盤交易中心的暗盤表現一般，最
高報0.62元，最低報0.45元，全日收
0.45元，較上市價0.48元，低0.03元或
6.25%。不計手續費，每手蝕150元。
至於餐飲集團聚利寶控股（8527）即

日起至下周三（25日）招股，是次共發
行1.25億股，其中10%作公開發售。每
股招股價介乎0.5元至0.6元，以每手
5,000股計，入場費為3,030.23元；大
有融資為保薦人，5月9日掛牌。

平安好醫生下周一招股 5535元入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匯
控（0005）昨在倫敦舉行股東周年大
會， 匯控主席杜嘉祺在會上表示，
對環球經濟增長前景感到樂觀，但他
提醒未來仍面對不少風險，包括潛在
的貨幣緊縮措施、中美貿易摩擦等都
有可能拖累經濟增長，但他強調該行
有信心及能力應對各種不明朗因素。
匯控管理層重申，未來將會維持年度
派息水平，及適時會再考慮回購。
杜嘉祺表示，環球經濟穩步增長，包

括美國將推出稅改等措施，該行因而上
調當地經濟增長的預測，他亦看好亞洲
區增長勢頭年內可持續，尤其中國國家

主席習近平表明內地將擴大開放，以及
預期新興市場的增長將加快，加上「一
帶一路」倡議及其他已達成協議，料將
進一步加強市場的樂觀情緒。但他並不
看好歐洲經濟前景，主因預期歐洲經濟
增長或已見頂。

范寧：會適時考慮回購
在回購及派息方面，匯控行政總裁

范寧表示，該行回購政策並無改變，
在資金調配上如有合適的投資機會會
作優先考慮，在平衡發展及派息後，
該行適時會再考慮回購，但前提是要
獲得監管當局批准。杜嘉祺補充，在

可見的將來會維持年度派息水平，而
匯控去年每股派息51美仙，若計及
去年股價升幅，股東總回報達24%。
未來發展方面，范寧表示正在更新

策略同時期望加快執行的步伐，該行
將在中期業績或之前公佈更多策略詳
情，又強調匯控日後在推動業務增長
同時，會繼續嚴控成本，期望達到收
入增長高於成本增長，亦會關注風險
管理及合規問題。

已為英國脫歐做好準備
問到有關英國脫歐的影響，杜嘉祺

表示該行已為英國正式脫歐做好準

備，監管當局亦有給額外時間予銀行
作應對，未來會繼續關注有關進程，
又指該行會盡力配合監管要求，同時
控制成本。對於股東質疑，匯控面對
不少監管罰款有機會影響盈利表現，
杜嘉祺則指該行重視法例要求，會在
符合法例要求下，盡力為股東爭取最
大利益。有股東要求該行勿向製造武
器商提供金融服務，杜嘉祺則指該行
不會向製造武器商提供服務。
另外，匯控昨宣佈3名非執董已於

股東周年大會結束時退任，部分董事
職務有變，利蘊蓮獲委任為薪酬委員
會新增成員，梅爾莫及施俊仁獲委任
為風險管理委員會新增成員，而祈嘉
蓮自金融系統風險防護委員會退任，
由史美倫接替。

杜嘉祺：中美貿易摩擦或拖累經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美婷）港交所（0388）行
政總裁李小加昨日表示，同股不同權企業最快可以於
本月30日開始申請上市，料可吸引有潛力的新股來
港上市，又指若小米、螞蟻金服不落戶香港會感意
外。
李小加昨表示，將於下周二（24日）公佈上市規則修

訂諮詢總結，新例於4月30日生效，並開始接受同股不
同權等新興及創新產業公司上市申請。他無回應內地手
機生產商小米是否在名單之內，只指目前已經收到很多
企業查詢。
他指，早年阿里巴巴因香港未有同股不同權，而改到
美國上市，相信是次修改上市規則後，會讓阿里巴巴再
度來港掛牌，認為內地和香港了解其營運模式，料會給
予其較高的估值。對於巨無霸阿拉伯國營油企沙地阿美
的最終上市地，他表示，港交所一直做好自己工作，認
為沙特阿美沒有不來的理由。

歡迎「新三板」企業來港上市
今日港交所與內地全國中小企業股份轉讓系統（即

「新三板」）簽訂合作備忘錄，李小加表示，內地的新
三板內有很多優質企業，期望可互相推動市場發展，而
企業只要符合本港上市規則，亦可在香港上市，毋需先
在內地除牌。
另外，內地推出的中國預託證券（CDR），被指
與香港修訂的同股不同權搶「客」，李小加表示，企
業於香港上市可透過互聯互通，讓國際投資者有渠道
套戥，不過以CDR形式上市卻未必可與國際市場接
軌，故香港市場仍具一定吸引力。他續指，企業在內
地以CDR形式上市後，仍可在香港上市，認為不存
在搶生意的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美國國會的
「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USCC）發
佈報告，聲稱有中國企業涉間諜活動，並點名
華為、中興通訊（0763）、聯想（0992）三家
中企。市場憂慮美國擴大對華的科技企業制
裁，加上台積電的首季業績顯示市場對智能手
機需求放緩，手機股昨日成為跌市重災區。

瑞聲舜宇跌幅逾5%
蘋果手機晶片供應商台積電，突然下調全年

的收入預測，市場擔心iPhone銷售疲弱，觸發
手機股被拋售，瑞聲（2018）、舜宇（2382）
分別跌7.3%及5.6%，成為跌幅首兩大藍籌，聯
想股價更跌至8年多的低位，中興則繼續停牌。
野村發表研究報告，指美國商務部禁止美

國企業向中興出售元件，限期達7年，相信
該公司難以找到其他元件供應商，導致供應
鏈中斷。市場擔心制裁會擴展至華為及聯
想，因為美國政府有報告指控華為及聯想或
涉及間諜活動，聯想亦會繼續受壓。
日前拉升大市的內銀股及石油股亦有回

吐，資金轉追內需股，旺旺（0151）升3%，
成表現最好藍籌。拆息持續上升，一個月拆
息升至逾 0.97 厘，匯控（0005）、恒生
（0011）及渣打（2888）都逆市造好。

憂美擴制裁 手機股重災

H股全流通試點 聯控成首家
同系被美誣衊間諜 股價齊挫近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中證監昨日公佈，聯想控股（3396）已入選H股「全流通」試點企業，成為「H

股全流通」第一股。中證監並指，目前試點的各項準備工作已就緒，下一步將與香港有關方面溝通，穩妥、循序漸

進地推出H股全流通企業，並且「成熟一家推出一家」。惟受科技股氣氛疲弱打擊，聯想控股昨大跌3.861%，同

系聯想集團（0992）亦跌3.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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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證監昨天公佈中證監昨天公佈，，聯想控股已成為聯想控股已成為HH股股
「「全流通全流通」」第一股第一股。。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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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股近日受不利消息困擾，除美國制裁
中興通訊（0763）事件外，花旗指台積

電的首季業績顯示市場對智能手機需求放緩；
同時，美國國會的「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
會」（USCC）發佈報告，聲稱有中國企業涉
間諜活動，並點名華為、中興通訊、聯想集團
等3家內地企業。受到連串不利消息打擊，聯
想控股昨收市大跌近3.861%，報24.9元；同
系聯想集團一度跌5.5%，收市跌3.562%，報
3.79元。

全流通或不利股價
值得留意的是，由於聯想控股入選H股全
流通試點消息是收市才宣佈，昨日股價表現

未反映相關消息。去年聯想控股建議修改公
司章程，新增「內資股可轉換為外資股」，
當時市場分析已經揣測該項修改是為H股
「全流通」作準備。昨日有分析師指出，聯
想控股前九大股東持有的股份均為內資股，
雖然不相信大股東會因而拋售聯想控股，但
理論上公司的流動股份會一下子大增，反而
不利股價。
港交所資料顯示，聯想控股的H股數約3.92

億股，而公司2017年年報顯示，九大股東持有
內資股達17.42億股，內資股佔總發行股數近
74%。當H股全流通後，市值即時由現時不足
100億元（昨為97.57億元），大增至逾531億
元。花旗早前發表報告指，目前252隻H股

中，有154間公司有不流通的內資股，市值約
2.6萬億港元，相當於港股總市值的8%。

港匯回穩暫停走資
港股方面，受到A股下跌及美國制裁中興事
件拖累，恒指結束兩日升市，全日跌290點報
30,418點，成交進一步減至997億元。全周
計，恒指累跌390點。由於市場憂慮美國擴大
對華的科技企業制裁，加上「北水」又再流走
近25億元，是大市昨日倒跌的主因。
港匯昨日雖然回穩，未有再觸及弱方兌換保

證，金管局暫時停戰，不用再接沽盤。但港匯全
日仍偏弱，於7.8473水平上落，低見7.8484，
高見7.8458，截至昨晚11：00，報7.8446。

中證監表示，
已選定聯想控股
（3396）成為首

家H股「全流通」試點企業。目前
有逾200家H股在港上市，除建行
（0939）外，其他所有H股都有
內資股。內資股的股東，均不能
在市場上減持股份，或將有關股
份抵押融資。只能在境內以櫃台
形式進行交易，但與市場流通的A
股及H股同股同權。簡言之，就是
由國家持有代表官方的股份，不
受市場規律所影響。
但H股全流通後，內資股將搖身

一變成為H股，有關股東可以將內資
股轉為H股，於港股市場減持股份，
或作股份抵押。部分大型國企的內資
股佔比高達五成，若內資股轉為H
股，並在港股市場自由交易，市場料
會為本港金融市場帶來很大好處，而
港交所（0388）無疑會是大贏家。

基金追貨刺激港股成交
第一個好處為可以提升港股的交

易量。由於H股流通比率普遍在
30%以下，全流通後內資股股東也
可以增減持股份，令整個市場股份
供應增多，亦有效地讓國企引入民
間資本。不過，由於股份潛在供應
大幅上升，加上大股東可以減持H
股，或會使相關公司的股價受壓。
個別內資股比重大的國企，全

流通後或有股價壓力，但對港交
所來說肯定是好事。據市場的資
料，H股一旦全流通，將會向市場
釋放2.5萬億元的H股市值，佔港
股總市值8%，即令港股市值立即
增加8%。此外，部分H股的市值
大增下，相信基金需要追貨，刺
激港股成交增長，也更容易吸引
更多中資企業在港上市。這將是
對港股第二個利好因素。

助中資企業「去槓桿」
第三個好處是幫助中資企業「去

槓桿」。H股全流通後，國企股東
也可以透過出售股份來套現，不需
要事無大小也要向銀行借債，或者
以高息發債，不單有助改善中國政
府及國企的財務槓桿，也間接令內
地銀行體系更健全。
今次中央選擇聯想控股做首家

試點企業，市場分析相信是經過
細心考慮的。首先聯想控股的前
九大股東，持有的股份類別都為
內資股，共持有約17.42億股，佔
總發行股數（包含 H 股）近
74%，絕對有代表性；此外，該
股並非藍籌及國指成份股，H股市
值僅97.57億元，也非當炒股份，
以上因素都顯示該股對市場的影
響並不大，可以詳細觀察全流通
為股份帶來什麼變化。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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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加指若小米李小加指若小米、、螞蟻金服不落戶香螞蟻金服不落戶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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