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匯弱再走資 恐損港股氣氛

騰訊季績佳 外圍早段飆7%
盈利增61% 手機遊戲業務增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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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早前評
級機構惠譽發表報告，下調本港銀行經
營環境評級，又指金管局監管本港銀行
在內地業務時，依賴與內地監管機構合
作，或因而失去獨立性。金管局副總裁
阮國恒昨在「匯思」中撰文，不點名地
回應批評，指有關報告觀點立論缺乏客
觀基礎，當中香港宏觀審慎風險被誇
大，與內地溝通被扭曲，又指金管局早
前推出一連串宏觀審慎監管措施，已大
大提升了香港銀行體系的抗震能力。

與內地機構合作無損獨立性
阮國恒認為，金管局與中國銀保監溝

通合作，並不代表缺乏能力或獨立性。他
解釋，在巴塞爾委員會定下的國際標準
下，各監管機構監管銀行跨境業務時必須
保持溝通，避免出現監管漏洞，因此金管
局監管歐美銀行時會與美聯儲、英倫銀行
和歐洲央行保持緊密聯繫，監管內地銀行
時會與中國銀保監合作。他強調若因為金
管局與內地監管當局溝通合作，便認為金
管局失去獨立性，是對國際跨境合作的通
行做法和安排未有充分認識。

報告亦提到香港私營部門信貸對GDP
比率偏高，或形成較大宏觀審慎風險。
阮國恒則指，要評估香港的宏觀審慎風
險，應考慮監管機構的政策回應和銀行
體系的穩健程度。如單看私營部門信貸
佔GDP比率高，便認定香港是全球三大
最容易出現宏觀審慎風險地區，同時忽
略監管機構的政策回應及漠視香港銀行
位於國際前列的穩健營運之實際數據和
指標，未免以偏概全。

港銀行穩健 信貸監管加強
對於外界憂慮香港銀行內地相關貸款

佔比上升或造成風險，阮國恒回應指，
金管局過去數年顯著加大針對銀行信貸
風險管理的監管力度，而香港銀行內地
相關貸款的特定分類貸款比率在過去5年
均維持於1%以下，相信有關結果並非偶
然，而是銀行在金管局監管下審慎經營
業務的結果。他又指，若因為香港銀行
內地相關貸款佔比較高，就斷定香港銀
行面對很大風險，是明顯不了解內地的
經濟情況，亦忽略了香港銀行過去20年
累積的風險管理經驗。

金管局：評級機構誇大港宏觀風險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美國10年
期債息抽升，突破3.09%水平，盤中曾創近
7年新高，觸發本港資金外逃，港匯又再觸
及7.85弱方保證。金管局周三凌晨入市承
接15.7億港元沽盤，港元拆息也普遍上
升，3個月再升至1.75786厘，但1個月拆息
則連跌11日至0.97753厘。港匯偏弱，使港
股連跌第二日，昨收報31,110點跌41點，
成交1,014億元。

美國10年期國債殖利率隔晚一度觸
及3.0926厘，見7年新高。

美債息升 港3個月拆息抽上
高盛經濟學家稱，為應對不斷增長

的債務負擔，美國財政部只好發行更
多債券，在更多的供應、更少的買家
下，將促使美國需以更高利率來吸引
市場買債，勢必進一步推高利率。高
盛預期，到2019年底，美債收益率料
達3.6%，屆時經濟增長將受壓，同時
可能打擊股市表現。

摩笛唱好股王 目標看508元
市場關注的騰訊（0700）首季淨利潤為

232.9億元人民幣，同比大增61%，而市場
早前預估有關數字只有174.2億元人民幣，
增長跑贏預期。摩根士丹利發表報告指出，
騰訊手遊的月流水增長按月回落9%，頭牌
遊戲《王者榮耀》有見從高位回落的勢頭。
但騰訊旗下的《絕地求生》市佔率繼續擴

大，主導了多人射擊生存遊戲市場。該行給
予騰訊評級「增持」，目標價看508元。
騰訊昨日在業績公佈前下跌，盤中曾一

度低見390.6元，收報396.20元跌0.45%。
一直看淡騰訊的訊匯證券行政總裁沈振盈
預計，今份季績的確有助提振騰訊今天的
股價，令該股今天重上400元水平，短期甚
至可上試410元，但他並不相信股價會重返
450元以上的高位。

沈大師唱反調 看淡未來增長
沈振盈指出，騰訊今份業績可見其手遊

業務及廣告收入，升幅都見減慢，加上騰
訊在過去一年，多番分拆業務上市，製造
高盈利增長的現象，但分拆並非公司的主
要業務。他料今年往後的季度盈利，只能
錄得逾10%的增幅，這數字會令騰訊的股
價逐步回落至20至25倍市盈率的水平。他
續指，美國債息昨日已升穿3%，是一個值
得留意的警號，預期資金會繼續流出本
港，影響市場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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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股王」騰訊(0700)昨公佈首季度業

績，首三月收入按年增48%至735.28億元（人民幣，下同）；權益持有

人應佔溢利同比增61%至232.9億元，表現好過市場預期，惟與去年四季

度相比，只升約12%；每股基本盈利2.47元。騰訊季績昨在收市後才公

佈，而在港股時段，股價繼續受壓，收報396.2港元，跌0.45%，但公佈

業績後，騰訊在外圍回勇，於德國場外交易高見417元，較港收市飆

5%；截至昨晚10：30，騰訊ADR報423.89元，勁升7%。

騰訊首季業績撮要
項目

收入

經營盈利

持有人應佔溢利

非通用會計準則
持有人應佔溢利

每股基本盈利

非通用會計準則
每股基本盈利

分部業務收入

網絡遊戲

社交網絡

網絡廣告

其他業務

QQ月活躍賬戶

微信及 Wechat
合併月活躍用戶

製表：周曉菁

金額(人民幣)

735.28億元

306.92億元

232.9億元

183.13億元

2.47元

1.94元

287.78億元

180.99億元

106.89億元

159.62億元

8.05億

10.4億

同比變幅

+48%

+59%

+61%

+29%

+60%

+28%

+26%

+47%

+55%

+111%

-6.4%

+10.9%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張美婷)半導體
封裝材料製造商駿碼科技 (8490)今起至
下周三 (23日)招股，發售1.7億股，每
股招股價0.42元至0.58元，每手5,000
股，入場費2,929.23元，5月30日在創
業板掛牌。南華融資為其獨家保薦人。

入場費2929元 月底上創板
據招股書透露，若以招股中間價0.5

元計，集資淨額約5,600萬元，計劃集
資所得其中54.3%用作擴大產能及升級

生產設施；30.5%投放研發資源，購置
機器及設備；7%用於增加銷售及營銷
活動，餘額用作一般營運資金。

「小巴大王」馬亞木成主要股東
駿碼科技獲得不少城中名人祝福，

當中包括「歌神」張學友和有「小巴大
王」稱號的馬亞木，而後者更成為主要
股東之一。昨日於記者會播出一條張學
友的祝賀短片，被問及對方是否有意未
來入股集團，執行主席周博軒表示，與

張學友屬於多年好友，感謝對方身體力
行拍片祝賀集團上市，不過未有正面回
應對方會否入股之事。
另外，周博軒表示，父親周振基與馬

亞木已相識逾30年，而對方的兒子馬雍
景亦曾於公司任職一年，目前出任公司
非執董，相信彼此有更緊密的合作。
對於近期手機業務出現下滑的現

象，可能影響半導體的銷售。周博軒表
示，集團所出售的半導體為供應鏈的上
游位置，加上集團客戶眾多，目前有

300名客戶，而手機只是其中一種需要
半導體的產品，料不會直接受影響。

兩新股報捷 皇岦每手賺425元
其他新股方面，皇岦國際教育 (8105)

和智紡國際控股 (8521)昨日掛牌，股價
均有不錯的表現。皇岦國際教育開報
0.47元，最高見0.5元，全日收0.485
元，較上市價0.4元高21%，每手賬面
賺425元；成交5.02億股，涉資2.4億
元。智紡國際開報0.55元，高見0.68
元，低見0.54元，收報0.65元，較上
市價0.58元高12%，每手賬面賺350
元；成交1.56億股，涉資9,285萬元。

「歌神」張學友短片撐駿碼科技

■左起：香港演藝學院校董會主席周振基、駿碼科技執行主席周
博軒、駿碼科技非執董馬雍景、「小巴大王」馬亞木。

曾慶威 攝

此前，一篇名為
《騰訊沒有夢想》的
網文在微信朋友圈火

紅，稱騰訊「正在喪失產品能力和創業
精神」，逐漸「變得功利和短視」，儼
然成了一間「投資公司」。昨日股東會
結束後，接受訪問的小股東紛紛力挺騰
訊，表示對「股王」的股價很有信心，

有幾位更稱今後仍有增持的打算。
特意從深圳趕來的陳生認為，文章有

些「過度解讀」，已經持股近10年，對
騰訊的前景很有信心。他透露，管理層
提及了未來的競爭和技術方面的發展，
會盡快重啟旗下短視頻創作和分享平台
「微視」，與今日頭條旗下的「抖音」
抗衡。他一旁的朋友楚先生亦從事互聯
網行業，對騰訊的表現頗為滿意，相信
騰訊依舊能保持較高的競爭力。

待股價回落再分段買入
另一小股東李生指出，馬化騰回應股

價波動時稱會「盡力而為」，他個人而
言，對主席現階段的表現都比較滿意，
對股價和業績也都很有信心。此外，小
股東禤生開心地告訴記者，自己200多
元時買入，若股價跌至380元左右，就
準備分段買入。 ■記者 周曉菁

小股東：騰訊不是沒有夢想

*(

業績報告顯示，期內增值服務業務收入
468.77億元，按年增34%，其中最受

關注的遊戲板塊，依舊表現強勁，網絡遊
戲收入增長26%至287.78億元。而受《王
者榮耀》及《QQ飛車手遊》等帶動，智能
手機遊戲收入約達 217 億元，同比增長
68%，環比增長28%。總裁劉熾平昨於電話
會議中指出，電腦客戶端遊戲收入141億
元，與去年同期持平，隨着更多用戶轉至
手機端遊戲，預計這一塊業務的收入和活
躍用戶將繼續受壓。

成功手遊覓夥伴拓不同市場
對於拓展海外遊戲業務，劉熾平透露，
旗下開發的《王者榮耀》等手機遊戲在中

國市場取得了巨大成功，但並不代表適合
文化、歷史背景不同的其他市場。公司一
直致力研究不同的市場和用戶喜好，希望
能在不同區域尋找到合拍的當地夥伴，共
同開發、推廣遊戲。

微視前景廣闊 加大開發運作
主席馬化騰表示，除繼續在全球範圍內

佈局公司旗下的手機遊戲外，公司會加大
短視頻創作平台「微視」的開發和運作，
相信憑藉各類社交平台的優勢，「微視」
的發展前景十分廣闊。
備受關注的「微視」在去年已經重新開
始運營，市場普遍認為騰訊是正面與今日
頭條下的眾多短視頻手機應用軟件相抗

衡，昨日業績公佈前的股東會上亦有股東
向管理層提出類似問題。管理層在電話會
議中指出，短視頻正在主導網絡社交平台
的走向，15至30秒的迷你視頻已經成為諮
詢信息產業的另一種形式。公司對「微
視」會投入大量的資金和技術，相信憑藉
騰訊的影響力、各平台的優勢，「微視」
能逐佔據市場。

網絡廣告增收55% 微信賬戶升
分部業務方面，網絡廣告業務第一季度

收入按年增55%至106.89億元，其中社交
及其他廣告收入增長69%至73.9億元，主
要受益於廣告主基數擴大，而提高了微信
朋友圈廣告填充率，以及移動廣告聯盟
CPC增長。
其他業務的收入同比增長111%至159.62
億元。主要是支付相關服務及雲服務業務
規模擴大帶來的貢獻。
其他經營數據方面，QQ智能終端月活躍

賬戶按年上升2.4%至6.941億，隨着豐富聊
天功能及娛樂類內容來吸引年輕用戶，年
齡為21歲或以下用戶的智能終端月活躍賬
戶亦按年增長。微信及WeChat合併月活躍
賬戶則達10.4億，按年增長10.9%。

■馬化騰(右二)稱，公司會加大短視頻創作平台「微視」的開發和運作。左二為劉熾平。 周曉菁 攝

■騰訊小股東
陳生。

周曉菁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