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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復牌狂插42% 料未跌完
美加息在即 港拆息續升 恒指失守 31000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聯儲局今

■中興通訊昨復牌暴跌，
市值蒸發逾80億元。

次議息會議加息的機會達百分百，加上港
元拆息續抽升至十年新高，1 個月拆息 12
投資者入市態度審慎。港股昨低開 112 點
後，在內銀、地產及石油股拖累下，市況
拾級而下，最多跌過 414 點，全日跌 377
點，報 30,725 點，一次過失守 10、20 及

富瑞預期，中興短期內股價將受壓及波動，
短期內難有催化劑。然而，過去兩個月內地
電訊公司沒有提出任何重大投標，這對中興
而言或屬正面消息，相信中興仍可在內地增
加市佔率。該行料2019年起內地將有較重要
的5G投資，但短期內不會有多次擴張。

100 天線，成交只有 850 億元。
■ 恒 指 昨 失 守 10
天 、 20 天 及 100 天
線，成交只有 850 億
元。
中通社

■花旗報告：

手機設備股昨下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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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立即跌停。午後市況窄幅向下，低見
14.88 元，最終全日跌 41.6%報 14.96 元，，
市值蒸發逾 80 億元，至剩下 113.02 億元。
昨日中興的跌幅已較市場原先預期的五成
為少，成交逾 2.29 億股，涉及金額 35.76 億
元，為昨日第一大跌幅個股及第二大成交
額個股。

券商：中興商譽損需大減價
傑富瑞證券分析師李裕生認為，中興復
牌後，股價應要跌超過一半。他估計，中
興目前損失約 35 億美元，其中 23 億美元來
自於無法向客戶交付產品的損失，12 億美
元則是這段期間內失去的市場佔有率。故
此，中興很可能需要大幅降價或提供優惠
去贏回客戶，畢竟最近的危機，可能已損
害了其商譽，例如非洲大型電信商 MTN，
已停止銷售中興的智慧手機，澳洲的 Tels-

■富瑞金融：
中興支付罰款後，出口禁令將會解除，預期
中興下周起便可恢復業務。由於今次的現金
罰款為 14 億美元，而非該行早前估計的 17
億美元，故該行將中興目標價由 14.35 元，
輕 微 上 修 至 14.41 元 ， 評 級 為 「 跑 輸 大
市」。

連升逼近 1.6 厘，A 股又跌近 1%，都使得

市場焦點為停牌兩個月復牌的中興通訊
(0763)，該股甫開市便跌逾 37%，A 股

大行看淡中興前景








名稱

股號

昨收(元) 變幅(%)

瑞聲科技

2018

121.60

-4.1

信利國際

0732

1.86

-2.6

舜宇光學

2382

168.60

-2.5

比亞迪電子

0285

12.38

-2.5

摩比發展

0947

1.07

-0.9

去年底，中興持有現金約 300 億元人民幣，
應足夠繳付罰金，並可恢復提供美國零部件
供應。至於管理層轉換，將對短期營運表現
及公司增長，帶來負面影響。該行指，事件
將影響中興在已發展海外市場的市佔率，而
海外業務佔中興整體收入約一半，因此相信
將窒礙中興業務增長。

富智康

2038

1.37

-0.7

製表：記者 周紹基

tra也是如此。
他指出，中興去年全年盈利只有約 50 多
億元人民幣，而今次的罰款高逾 14 億美
元，對中興是沉重的負擔，加上中興內部
須派駐美國認可的人，營運上極多掣肘，
目前「撈底」應未是時候。

中興公佈與美國商務部工業與安全局達
成和解，遭罰款共 14 億美元及須改組董事
會，換取美國取消 7 年出口禁令。但外媒引
述美國共和黨籍參議員指，就兩院議員尋
求恢復對中興出口禁令一事，美國總統特
朗普未必會使用否決權。

雖死裡逃生 前景仍然不明朗

股東會延至月底 全體董事辭職

光大新鴻基財富管理策略師溫傑亦表示，
中興停牌期間，公司已經「休克」，即使今
番死裡逃生，前景仍非常不明朗，首先是美
國國會議員尋求恢復對中興出口禁令一事，
美國總統特朗普未必會使用否決權。
另外，中興改組後將被美國人監察，未必
再是原來的中興。他擔心，中央肯接受此條
款，不排除是為了保住5G、保住「中國製造
2025」，乾脆放棄中興。未來要買 5G 概
念、芯片概念，唯有押注其他股份。他認
為，中興的14億美元罰金入賬，將嚴重影響
公司財務狀況，建議股價再跌都不宜撈貨。

另外，中興通訊昨晚表示，股東將對向
中國銀行申請 300 億元人民幣和向國開行申
請 60 億美元授信額度提議投票；公司周年
股東大會將延期至 6 月 29 日，全體董事將
在選舉出新任董事時辭職。

兩地證監研藉新科技加強監管

手機股捱沽 芯片惹憧憬受捧
其 他 手 機 股 亦 捱 沽 ， 瑞 聲 (2018) 跌
4.1%，是跌幅最大藍籌，中興供應商之一
的摩比(0947)，也跌 0.93%，但憧憬國家將
加大對上游芯片扶持力度，中芯(0981)升
4.64%，華虹(1347)更升10.45%。

李小加獲續約 3 年 年薪 931 萬
2021 年 10 月 15 日（首尾兩
天包括在內），年薪為
931.5 萬港元。翻查記錄，
李小加上一次即 2015 年續
約時，年薪為 900 萬港元，
換言之新合約期的加薪幅
度為3.5%。
李小加於 2009 年 10 月加
盟港交所，2010 年 1 月 16
日起出任行政總裁兼執行
董事；至今已有 8 年，在任
時間已超越前任周文耀，
■特首林鄭月娥昨出席港交所上市十八周年誌慶酒會。
成為港交所上市後任職時
香港文匯報訊 港交所
（0388）
昨宣佈，董 間最長的行政總裁。
事會已批准與李小加出任行政總裁的合約
薪酬方面，公告披露，李小加的報酬待遇
年期續約 3 年，由 2018 年 10 月 16 日起至 包括年薪 931.5 萬港元及由薪酬委員會建議

中興與美國商務部達成的條件嚴苛，其中 10
億美元及 4 億美元之罰款將影響今年盈利表
現，料今年將錄得巨額虧損。該行對中興評
級為「沽售」，目標價15元。

並經董事會批准的酌情表現花紅及獎授股
份。此外，作為全職僱員，李小加亦可獲得
其他實物福利及參加港交所的公積金。
雖然新合約的年薪加幅僅為3.5%，但對李
小加而言，花紅數額才是重點。根據港交所
2017 年的年報，李小加在 2017 年度的薪酬
高達2,552.7萬港元，包括基本薪金900萬港
元，現金花紅1,500萬港元，退休福利112.5
萬港元和其他福利40.25萬港元等。

港交所慶上市18周年
港交所昨日慶祝上市 18 周年，來自香港
金融市場的 1,000 位嘉賓共聚香港金融大會
堂，舉杯共慶！酒會由港交所主席史美倫
和行政總裁李小加主持，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擔任主禮嘉賓。

■中國證監會與香港證監會舉行高層執法合作會議。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證監會與香港證監
會本周一（11 日）在蘭州舉行了第六次
定期高層會議，討論一系列有關執法合
作的事宜。兩地的監管機構就加強在市
場監察方面的合作、共享情報和市場資
訊，以及在互相配合下展開調查，進行
意見交流。

討論設通報機制培訓安排
雙方亦就為涉及在兩地市場上市的股
份的個案設立通報機制，加强人員交流
及聯合培訓安排，進行深入討論。
過去數年來，內地與香港股票市場交
易互聯互通機制下的跨境互動愈趨頻
繁，中國證監會與香港證監會之間的合

作關係也愈趨深化，並因而帶來了理想
的執法成果，向市場傳遞了強而有力的
阻嚇訊息，這些都為今次的會議提供了
良好的基礎。

續攜手打擊跨境失當行為
香港證監會法規執行部執行董事魏建
新（Thomas Atkinson）表示，雙方將繼
續加強合作，並會探索運用嶄新科技等
方法，使跨境的市場監察更臻完善，以
應對兩地市場日益增加的互動所帶來的
種種新挑戰。
兩地證監亦會繼續攜手打擊跨境市場
失當行為，以確保兩地資本市場的運作
及發展穩步有序。

品質局：5項目完成綠色金融認證
圍廣，難評論 80 萬元補貼能否可滿足所
有項目。

4企已發債 第5家下周發

經絡：港銀下半年或加息半厘
樓價續升及加息展開的雙重影響下，料年底
前的負擔比率有機會挑戰七成。

供樓負擔比率料升至七成
■劉圓圓
預料下半
年美國會
再加息多
次。
蘇洪鏘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洪鏘）美國聯儲
局今晨公佈議息結果，經絡按揭轉介首席
副總裁劉圓圓昨天表示，倘美國落實加息25
點子，港美息差將多達1.75厘，為本地銀行
添加息壓力。預料下半年美國會再加息多
次，而本港下半年有機會跟隨加多半厘。在

鑑於樓價急升，市民的薪金追不上樓價
升幅，供樓負擔比率亦隨之上升。綜合該
行數據、並與政府統計處的私人住宅家庭
入息中位數作比較，截至今年 5 月份，供樓
負 擔 比 率 已 達 59.9% ， 創 2000 年 後 的 新
高，反映市民的供樓負擔越見緊張。在樓
價續升及加息展開的雙重影響下，料年底
前的負擔比率有機會挑戰七成。
近日拆息節節上升，一個月銀行同業拆
息受新股及半年結的影響，已連續 12 天錄
得上升，昨天（13 日）更升至 1.58 厘，而
現時不少銀行 H 按利率主要在 H+1.24 厘水
平。劉氏說，今年有多個新盤推出，銀主

仍希望多做生意，估計 H 按息口在年底由
大行帶頭調整。預計隨着 H 按觸及封頂
位，吸引力減少，不過今年 H 按使用量估
計仍會達3,400億元的10年高位。
今年港美息差擴闊，港匯其後多次觸及
弱方兌換保證，金管局累計共 19 次入市承
接港元沽盤，頓時令銀行體系結餘由年初
的近 1,800 億港元降至現時接近 1,100 億港
元水平，減幅約四成。

套息吸引減 走資壓力降
劉氏續指，由於套息活動吸引力減，港
匯未見再度觸及弱方兌換保證，銀行體系
結餘仍然企穩於千億港元水平。而且，相
對於 2009 年前的銀行體系結餘水平，現時
仍未見急切的加息需要，預料銀行對加息
仍然保持觀望態度。

■左起：香港品質保證局總裁林寶興、香
港品質保證局董事局副主席何志誠、金管
局市場發展處主管馮殷諾。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馬翠媚、實習記
者 丘曉陽）港府力谷本地債市發展，頭
炮為綠債資助計劃，擬資助合資格的企
業發綠債，提供最多 80 萬元認證成本的
補貼。而早前已推出「綠色金融認證計
劃」的香港品質保證局，董事局副主席
何志誠昨出席簡報會時表示，計劃有助
發行者的融資計劃取得第三方認證，以
提升公信力及持份者信心，一般認證費
用只需約 10 萬元，然而綠色金融涉及範

何志誠透露，計劃推出至今已有 5 個項
目完成相關認證，當中有 4 間企業已經開
始發債，當中包括新世界發展（0017）及
太古
（0019）
，而下星期將會有第 5 間企業
發債，但現時未能透露企業名稱。而翻
查資料，另外 2 個已完成相關認證的分別
為工行（1398）及當代置業（1107）旗下的
綠色金融項目。
問到如果有關企業發債後，未有將資
金投放於綠色項目，或項目未達綠色標
準，將會如何處理，何志誠回應指，局
方發出認證後，會定期查核項目進度
等，如發生以上情況，局方會先向有關
企業作查詢，如屬實，最終有可能會撤
回認證。至於綠色債券失去認證後該如
何處理，他就指將交由發行人與債權人
按相關條款決定。
金管局市場發展處主管馮殷諾表示，
隨着投資者對金融項目的要求提升，加
上綠色金融活動日益增加，相信日後會
更突顯品質保證局所擔當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