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向粵企推介來港設財資中心優勢
金管局及投資推廣署昨在廣州合辦

海外財資管理主題研討會，向廣東省企
業介紹在香港設立財資中心及融資的優
勢。約100人出席了研討會，包括中國
人民銀行廣州分行的代表及廣東省大型

企業的財務管理人員。
金管局、中國銀行（香

港）和德勤分別派出高層代表，介紹香港
企業財資中心稅務措施以及「債券資助先
導計劃」和「綠色債券資助計劃」等政
策，並就市場趨勢、稅務安排、銀行服
務、企業操作實務等範疇進行分享。

歐亂局突襲 港股失守30500
內企違約潮加劇 意西政治不穩打擊氣氛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歐洲政局

不穩，令當地債息升至近4年新高，觸發

昨日歐洲股市及道指期貨下跌，加上內地

企業違約潮加劇，內房及內銀板塊被打

壓，早前被熱捧的醫藥股大回吐，拖累港

股在期指結算前夕一度急跌338點，一口

氣失守20天及50天線。恒指全日跌307

點，收報30,484點，國指更跌穿12,000

點大關，收報11,959點，跌156點，大

市成交縮減至884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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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張美婷) 英皇證
券 (0717)昨公佈截至3月底止中期業績，
公司擁有人應佔之期間溢利上升12.5%至
3.7億元，總收入上升近7%至近6.7億
元，當中貸款收入升22%至5.2億元，經
紀服務收入升6%至6,899.3萬元；每股基
本盈利5.51仙，中期息派每股2.21仙。

貸款業務增長步伐加快
英皇證券行政總裁楊玳詩昨出席業績發

佈會時表示，集團貸款業務增長步伐加
快，目前收入已佔比約80%，主要在孖展
融資業務，相信未來會持續拓展長期抵押
貸款，如物業一、二按和私人貸款等，不
過暫時未有透露未來增長目標。
期內，配售與包銷收入跌46.9%至近

6,084.3萬元，企業融資收入跌23.8%至
1,637.5萬元。執行董事蔡淑卿解釋，去
年同期有大的項目，所以基數較高，不
過其業務佔收入的比例較小，對收入沒
有太大影響。她續指，集團下半年將和
其他上市公司合作發債，有信心在包銷
業務做好。

收緊孖展對集團影響不大
早前證監會擬就證券商的孖展借貸額

度設限，楊玳詩表示，歡迎證監會對相
關事宜的諮詢，集團亦會配合證監會的
安排，認為措施令整個行業更為健康，
而收緊孖展對集團的影響不大。執行董
事陳錫華表示，集團的資產組合中細價
股不多，故對於細價股的憂慮，相信集
團可處理相關的問題，料證監會與業界
的互動可帶來良性發展。

英皇證券中期多賺13%

監控缺失 證監罰諾亞500萬
香港文匯報訊 諾亞香港因在銷售及分

銷投資產品方面的內部系統和監控缺
失，昨日遭證監會譴責並罰款500萬元。
證監會指，諾亞香港尤其沒有遵守與認
識你的客戶、產品盡職審查、合適性評
估、提供予客戶的資料，以及銷售方面
的監督及監控措施等有關的各項監管規

定。證監會有關的視察及獨立檢討發
現，在2014年1月至2016年6月期間發
生。
諾亞香港則委聘獨立檢討機構進行獨

立檢討，以回應證監會的監管關注並檢
討其內部系統與監控措施，並同意向受
影響客戶作出補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岑健樂、丘曉陽）
嘉信理財昨公佈，調查結果顯示高達43%
的香港新晉富裕階層視投資房地產為長期
投資目標，反觀美國新晉富裕階層只有
27%持相同看法。嘉信理財香港董事總經理
方碩穩於記者會上表示，數據或反映香港

新晉富裕階層較受中華文化與傳統家庭觀
念影響，期望透過投資房地產提升生活質
量。
本次調查合共訪問了2,000名香港新晉富

裕階層及美國新晉富裕階層。前者的定義
是每年收入介乎60萬至120萬港元，並擁
有介乎60萬至500萬港元個人流動資產的
人士；而後者的定義則是每年收入介乎10
萬至22.5萬美元，並持有介乎10萬至100
萬美元個人流動資產的人士。

擬環球投資比率遠超美新貴
調查顯示，32%香港新晉富裕階層優先考
慮環球投資，比率較美國新晉富裕階層高
一倍。此外，有47%的香港新晉富裕階
層，將投資回報提高兩倍視為短期投資目
標，只有32%的美國新晉富裕階層持相同
看法。這些數據都反映香港新晉富裕階層

似乎對環球經濟的信心較高。

多數認為自己更勝理財顧問
不過，高達78%香港新晉富裕階層認為

自己較理財顧問更具知識。此外，分別有
高達71%與70%的香港新晉富裕階層依賴
親友，以及依賴傳媒或社交媒體作為作出
投資決定的資訊來源。方碩穩形容，上述
數據「非常值得關注」，因在這樣的環境
下於環球不同地區投資，風險不小。他建
議香港新晉富裕階層應與理財顧問形成互
相信任的關係，以保障自己的利益，為財
富增值。
對於現時只有24%的香港新晉富裕階層

表示信任理財顧問，令上述建議不易實
踐，方碩穩稱只要理財顧問能易地而處，
多點從客戶的角度思考，便可逐步與客戶
建立良好關係，達至「雙贏」局面。

調查：港新晉富戶冀短期回報翻兩番

■方碩穩稱，43%的香港新晉富裕階層視投
資房地產為長期投資目標。 莫雪芝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經營
「牛角」、「牛涮鍋」等品牌的餐飲集團
叙福樓（1978）昨公佈股份分配結果，每
股定價1.1元，接近招股價下限，一手中
籤率55%，每認購750手才穩獲一手。不
計僱員預留股份部分，是次獲超額認購達
到1,086.76倍，成為史上餐飲股「超購
王」，叙福樓今日正式掛牌上市。

1087倍超購 餐飲股最強
公告顯示，股份將以1.1元定價，集資
淨額1.83億元，合共收到43,948份有效
申請，共認購195.82億股，相當於超額
認購978.1倍。若不計僱員預留股份，則
獲43,898份申請，認購共195.79億股，
超購認購1,086.76倍。公司啟動回撥機
制，將公開發售部分比例增至50%。
該股昨晚暗盤表現不俗。輝立暗盤報全

日高見2.28元，最低為1.42元；耀才則在
1.5元至 2.22元浮
動。截至昨晚7點
半，輝立及耀才的
暗盤交易均收報
2.2元，較認購價
升 1 倍，以每手
2,000股計，每手
賬 面 可 賺 1,620
元。
另外，駿碼科

技（8490）每股定價0.58元，為上限定
價，集資淨額8,440萬元，公開發售股份
增至 8,500 萬股，共錄得 19.97 億股認
購，超額認購約116.5倍；配售部分股份
則獲 1.46 倍超額認購。一手中籤率為
40%，最少每認購四手可穩獲一手。耀才
暗盤最高見0.69元，收報0.67元，較認
購價升0.09元或15.5%，每手賬面可賺
450元。

21世紀教育首日賺1740元
21 世紀教育（1598）昨於港交所上

市，早間高開1.56元，短暫走低至全日
低位1.52元後，便一路高見1.91元，臨
近午市回吐部分漲幅，下午則在1.74元
上下寬幅波動，收市報1.71元，較認購
價1.13元升0.58元或51.3%，不計手續
費，每手3,000股可賺1,740元。全日成
交6.54億股，交投額達11.1億元。

■楊玳詩(中)稱，證監會與業界的互動料
可帶來良性發展。左為蔡淑卿，右為陳錫
華。 張美婷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實習記者
丘曉陽）環球大市近期表現波動，摩根資
產管理昨發表最新「摩根投資者信心指
數」調查結果顯示，投資者信心指數由116
點跌至106點，為自2016年第4季以來的最
低點。摩根資產管理零售分銷業務副總裁
湯志恒稱，投資者信心指數下跌主因受環
球經濟狀態的變化影響，如美匯走勢、中

美貿易陰霾、地緣政治等導致投資者信心
下降，但仍看好港股下半年表現，料恒指
甚至有望挑戰今年高位。

不明朗因素多 影響投資者信心
湯志恒表示，調查結果雖然反映投資者

對環球經濟表現信心較低，但仍看好本港
下半年股樓雙旺。他指，調查中有16%受
訪者預期恒指在未來6個月將升穿32,000
點，相較去年年底僅3%有此看法，反映投
資者對港股信心增加，另有超過80%投資
者表示對股票投資最感興趣，當中95%偏
好於港股，亦有34%表示對新興市場股票
感興趣。
港股近期表現反覆，不過湯志恒認為，
雖然中美貿易陰霾等不明朗因素仍存在，
但相信在企業盈利改善、以及看好本港經
濟基本面維持健康下，料港股下半年表現
將繼續向好，亦相信中美在貿易爭拗中最
終可達成共識。調查中發現有43%受訪者
傾向持有現金，他認為數據反映市場的投

資意慾未達早年「全民皆股」的程度，料
日後有投資機會時，投資者或會重新入
市。

下半年新股增 刺激市場氣氛
對於港交所（0388）改革上市制度，小

米等新經濟企業下半年將「排隊」在港上
市，屆時會否影響市場資金流動性？湯志
恒就認為由於新股招股凍資效應，的確有
機會影響資金流動性，但相信只是短期影
響，反而因應下半年新股招股增加，料將
刺激市場投資氣氛，加上北水及國際資金
持續流入，對港股均帶來正面積極作用。
A股下月正式「入摩」，湯志恒預期，在
A股「入摩」後的短期內，由被動基金流入
A股市場資金或達85億美元，由主動基金
流入的更高達420億美元。有關金額雖然不
大，但A股「入摩」有更深層次影響，意味
內地市場進一步開放，料有助推動市場改
革，加強企業管治，日後或可吸引更多機
構投資者。

摩根資管：港股下半年或試新高

意大利政局動盪，由於當地政府組閣失
敗，該國總統遭當地最大政黨號召彈

劾，意大利將需重新大選，變相成為「脫
歐」公投。消息不單打擊了意大利股市大
跌，10年期意大利國債孳息率一度急升至
2.671厘，對德國債券的息差擴闊至2014年
來最大水平。
西班牙同樣面對政治不明朗情況，當地
首相拉霍伊所屬的中間偏右派人民黨，有
29名相關人士因貪污遭定罪，反對派工人
社會黨成功爭取議會本周對拉霍伊提出不
信任辯論。由於西班牙執政當局被外界視
為「親歐派」，故消息同樣打擊了歐元及
歐股表現。

去槓桿持續 內銀內房股捱沽
此外，內地繼續在金融上「去槓桿」，
觸發內地企業違約潮加劇，目前已牽連至
地產、金融業。多個壞消息突襲下，藍籌

近乎全線下跌，匯控(0005)跌1.236%，拖累
恒指跌38點，友邦(1299)也跌 2.13%，建行
(0939)及工行(1398)跌近1.4%，騰訊(0700)亦
跌 0.79%。至於內地房股瑞房(0272)跌
3.86%，合景(1813)跌3.8%，綠城(3900)跌
3.5%，龍光(3380)跌3.34%，佳兆業(1638)
跌3.2%。

資金撤離重磅股 追捧食品股
耀才證券研究部總監植耀輝表示，歐洲

政局不穩，內企債券違約又見增加下，令
資金昨日撤離重磅股避險，但食品股見逆
市上升，旺旺(0151)升 4.7%創近3年新高，
至於康師傅(0322)季績勝預期，昨日也升
5.4%，顯示投資者繼續「炒股不炒市」。
另外，油價下挫，以及觀望美國本周稍

後將公佈的就業報告，亦影響着投資情
緒。
海通國際(0665)執行董事潘慕堯亦表示，

隨着A股即將納入MSCI新興市場指數，預
料長遠會利好市況，但美國加息、英國「脫
歐」等因素，或會對下半年股市造成波動。

強勢醫藥教育股 集體大回吐
近日強勢的醫藥及教育股昨日出現集體

暴跌，A股部分醫藥股昨午曾集體跌停，拖
累即將染藍的石藥(1093)大跌近半成，連帶
中生製藥(1177)亦跌5.9%。至於阿里健康
(0241)獲阿里巴巴以106億元注入健康醫療
項目天貓醫療，股價曾一度炒高11.5%，全
日該股仍逆市升3.5%。
獲大行唱好的教育股，昨日也幾乎全線

暴跌，半新股澳洲成峰(1752)大跌14.8%，
被花旗看好的宇華(6169)、睿見(6068)及楓
葉(1317)跌3%至7%。但新上市的民辦教育
服務供應商21世紀教育(1598)，股價曾升穿
1.91元水平，收市仍然升逾五成報1.71元，
每手賬面賺1,740元。

叙福樓暗盤每手賺1620元

■中國21世紀教育集團昨上市，首日股價升逾五成。

引發昨日港股下挫原因
1 歐洲政局不穩，當地債息升至近4年新高

2 內地繼續金融「去槓桿」，企業違約潮
加劇

3 石油輸出國組織與俄羅斯或增產，拖累
油價下挫

4 投資者觀望美國本周稍後將公佈就業報
告

■■港股在期指結算前夕失守港股在期指結算前夕失守
2020及及5050天線天線，，昨成交縮減至昨成交縮減至
884884億元億元。。 中通社中通社

■湯志恒(左)認為，投資者信心指數下跌主
要受環球經濟狀態的變化影響。 馬翠媚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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