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港股再「由牛入熊」，本港證券業又進入「寒冬」，尤其是中

小型券商生意更難做，中辰證券表示自願暫停營業，成為「熊市第一滴血」。而本港股市繼續動

盪，受中美貿易戰陰霾影響，港股五連跌，昨日再跌190點報26,422點，成交縮減至848億元。

恒指5日間已累跌逾1,500點，然而跌勢未止，踏入夜期時段，港股再跌逾240點，期指跌至

26,000點邊緣。

中辰暫停營業 熊市第一滴血
貿戰陰霾港股動盪成交縮 中小型券商率先「入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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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羅兵咸永道昨指出，隨
着內地新股審核進度進一步放緩，TMT
（科技、媒體和通訊）企業在A股市場的
首次公開發行（IPO）數量將相對穩定，
而海外IPO熱度將會持續，香港市場受惠
於政策修訂等，對中資TMT企業的吸引
力更大。

內地IPO融資額升宗數減
該行有關上半年內地TMT企業IPO研
究顯示，今年上半年，內地TMT企業
IPO數量銳減，共錄得26宗IPO，環比下
降 47%，而融資金額則達 578 億（人民
幣，下同），環比上升15%。其中，第二
季上市的富士康工業互聯網股份有限公司
（融資額約 271億），今年第一季上市的
愛奇藝（融資額約 142億元）以及嗶哩嗶
哩（融資額約30億元）三宗為今年上半年

最大的TMT企業IPO，佔上半年總融資
金額77%。
羅兵咸永道全球科技、媒體、電訊行業

主管合夥人周偉然表示，上半年內地IPO
節奏呈現放緩跡象。至於香港市場，各項
新規的出台及相對寬鬆的上市條件吸引了
一批TMT企業赴港上市。

香港上市新規具吸引力
就各大市場而言，在上半年26宗中國內

地TMT企業IPO中，有12家選擇在香港
及海外上市，佔整體46%。此外，31%選
擇在深圳創業板上市，而選擇在深圳主板
及中小板上市的佔比分別為15%及8%。
以融資金額計算，主板以288億領先，佔
上半年總融資金額的一半。選擇香港及海
外上市的12家中國內地TMT企業共獲
208億元融資，而深圳創業板和中小板分

別獲51億元和30億元。
進一步分析，今年上半年TMT行業

IPO的關鍵財務資料顯示，硬體與設備行
業IPO共12宗，佔比46%；軟體與服務行
業14宗，佔比54%。於香港及海外上市的
TMT企業於掛牌前平均年收入為22.45
億，而深圳中小板及創業板分別為30.2億
元和10.84億元。

新股氣氛料將保持暢旺
A股上市的TMT企業市盈率在2015年

曾一度高達百倍，但高估值情況近年持續
下降。截至2017年6月30日，在A股上市
的TMT公司平均市盈率為54倍。截至
2018年6月30日，在A股上市的TMT公
司平均市盈率為42倍。
展望未來，周偉然表示，今年是港股

市場上市大年，下半年在中國鐵塔、小

米等重量級IPO帶動下，預計市場氣氛
將持續暢旺。然而，目前經濟格局存在
不明朗因素，如中美貿易摩擦等，可能
會對TMT企業選擇上市地點及估值帶來
一定影響。

內地TMT企業赴港IPO熱度持續
香港文匯報訊 彭博引述知情人士報道

稱，內地運動服生產商安踏體育（2020）正
在考慮一項潛在交易，擬收購Wilson網球
拍和 Salomon 登山鞋生產商芬蘭 Amer
Sports Oyj。Amer 的市值約為 39 億美元
（約304億港元）。
知情人士稱，安踏已經與銀行討論了可能

收購總部設在赫爾辛基的Amer事宜。其中
一位人士稱，安踏一直在考慮各種不同的交
易結構，有可能決定收購Amer的部分資
產，而不是整個公司。
Amer的其他品牌包括Louisville Slugger

棒球棒、Arc' teryx戶外裝備和Atomic滑雪
設備。
Amer股價一度上漲14%，之後在赫爾辛

基市場早盤交易中停牌。安踏在香港下跌
1.877%，收報36.6港元。

安踏傳競購芬蘭
Amer Sports

■中辰證券
通知在港交
所自願暫停
營業，直至
另行通知。

中通社

■羅兵咸永道料將有更多內地TMT企業選
擇在香港及海外市場IPO。 資料圖片

德銀大劈濠賭股目標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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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撈（6862）

424,530,000

91% 國 際 配
售，9%公開發
售

14.8元至17.8元

62.83 億 元 至
75.56億元

17,979元

9月12至17日

9月18日

9月26日

信源企業（1748）

100,000,000

90%國際配售，
10%公開發售

1.29元至1.76元

1.29 億元至 1.76
億元

3,555.5元

9月11日至17日

9月24日

9月26日

聯交所昨發佈通告稱，接獲本地
券商中辰證券通知在交易所自

願暫停營業，暫停為客戶提供港股及
深、滬港通買賣服務，直至另行通
知。而中辰證券周一晚向客戶發出訊
息，稱由昨日起，該公司將自願暫停
為客戶提供股票買賣，直至另行通
知，客戶仍可經其他證券行為客戶賣
出股票，但不能買入股票，客戶亦可
提取實物股票或將股票轉出至其他證
券戶口。該行透露，由於內部股東出
現問題，聯交所不容許公司繼續為客
戶買賣。

港股五連跌近14個月低位
至於港股則連續第五日下跌，再跌
至近14個月低位。恒指昨日低開後
跌幅擴大，一度最多跌218點，低見
26,394 點，收報 26,422 點，跌 190
點，成交845億元。國指跟隨大市跌
100點，收報10,333點。收息股領展

(0823)逆市升2.3%，已經是表現最好
的藍籌。摩通下調中電信(0728)、聯
通(0762)目標價，兩股分別跌3.3%及
0.8%。
市場焦點為濠賭股，德銀大劈濠賭

股的目標價約半（見附表），稱博彩
業正面臨下行周期，並將澳門2019年
博彩毛收入增長前景由 11%降至
4%。消息觸發一眾濠賭股再跌，金沙
（1928）及銀娛（0027）跌 3.7%及
5.7%，其中銀娛跌至1年低位，並為
表現最差藍籌。澳博（0880）更大跌
6.4%、新濠（0200）挫7.5%、永利
（1128）跌3.3%、美高梅（2282）瀉
7.4%，六大濠賭股一天之間，市值蒸
發逾1,100億元。

德銀大劈濠賭股目標價
有證券業人士表示，受內地企業資

金緊絀，以及中央致力堵截內地資金
外流，上周人行與澳門金管局簽訂多

項監管協議，市場一直視濠賭板塊能
夠置身中美貿易戰事外，但時移世
易，濠賭股反成為主要沽售對象。有
投資者轉為擔心，美資濠賭集團可能
成為中美博弈下的「籌碼」，在有關
公司申請賭牌續期時，或會備受阻
撓，使表現較穩定的濠賭股，近日跌
勢突然轉急。
內地發改委介入調查建材價格暴

漲，消息拖累水泥股續跌，海螺
（0914）跌 3.9%，潤泥（1313）跌
1.7%、中建材（3323）跌2.7%、金
隅（2009）跌3.5%。此外，市場憂
慮事件會牽連到鋼鐵股，鞍鋼
（0347）大跌 9.3%，馬鋼（0323）
更瀉13.6%。
汽車股也捱沽，內地8月狹義乘用

車零售銷量按年跌7.4%，汽車股繼續
弱勢，藍籌吉利（0175）挫4.9%，廣
汽（2238）、長汽（2333）、比亞迪
（1211）跌幅介乎1.2%至3.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股王」
騰訊（0700）連續第3日回購股份，昨再於
場內回購12.6萬股，每股介乎307.6元至
313.6元，涉資3,895.59萬元，3日涉資逾
8,500 萬元，但無助股價企穩，昨再跌
1.8%，報308元創1年新低。科技股及新經
濟股亦近全線捱沽，如眾安(6060）、閱文
（0772）、易鑫（2858）股價屢創新低，毛
記（1716）更低見1.18元，一度跌穿1.2元
招股價，收報1.23元，仍跌1.6%。新經濟
股疲弱，料會打擊本港第二隻「同股不同
權」股份美團點評（3690）的招股反應。
騰訊昨日繼續走軟，盤中曾下跌逾2%，創
13個月來新低；該公司旗下一款受歡迎的在
線撲克遊戲《天天德州》正式啟動退市。騰
訊表示，《天天德州》自9月10日10:00起已
停止充值和賽事服務，9月25日10:00關閉遊

戲伺服器並清空資料。公司根據《網路遊戲
管理暫行辦法》和《文化部關於規範網路遊
戲運營加強事中事後監管工作的通知》，將
在9月15-25日10:00開啟退市替換/補償活
動，包括替換其他遊戲或退款補償。

《天天德州》正式啟動退市
內地近期加強對網上遊戲的監管，對騰訊

的業務帶來影響。公司上周宣佈，將在本月
15日前後正式對旗下遊戲《王者榮耀》啟動
最嚴格的實名策略，接入公安權威數據平台
進行校驗，以判斷相關賬號的實名信息是否
為未成年人，進而決定是否將此賬號納入到
健康系統的防沉迷體系中。
該公司上月中公佈第二季業績時表示，智

能手機遊戲收入按季錄得19%的下跌，雖然
公司未來將致力於推出各種舉措以恢復該業務

增長，但預期需時數月才能奏效。以昨日308
元計，本月以來騰訊股價已累積下跌9%。

眾安閱文易鑫齊創新低
其他新經濟股亦不好過。眾安、閱文、易

鑫三者股價昨日創新低。該三公司上市時，
是當時被市場高度憧憬的新經濟股，但近月
來持續大幅下跌，昨日再分別跌1.5%報30.5
元、跌2.5%報44元、跌3.9%報2.22元。市
場人士認為，在目前市況下，美團的招股表
現很難令人滿意。美團招股首兩日，孖展認
購額僅12億元，暫未足額，反應算是冷淡。
雖然有消息指，美團的國際配售已超額

認購10倍，除騰訊作為基石投資者認購
外，現有股東高瓴資本、老虎基金亦積極
參與認購。但信誠證券聯席董事張智威表
示，參考小米（1810）個案，小米現估值

約3,700億元，與今次美團估值約3,623億
元（以中間價計算）相若，而小米最終是
以下限定價上市，故此美團也很大機會以
偏下限定價，如美團上市後被納入一些大
型指數，相信有助股價短線走勢。
科技股方面，舜宇（2382）再跌2.3%、

瑞聲（2018） 跌 逾 3% 。 另外，通達
（0698）再跌4%，丘鈦（1478）跌2%。不
過，近日與中移動（0941）針對 2018 年
PON系統設備新建集採和擴容，完成框架
簽訂的中興（0763），股價就逆市彈
2.4%，連小米也微升0.5%。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海底撈
（6862）今起招股，招股價介於14.8元
至17.8元，入場費以每手1,000股計為
17,979元，是繼歌禮製藥（1672）後最
貴入費的新股。海底撈首席戰略官周兆
呈昨於發佈會上表示，對散戶而言入場
費是處於高位，但從公司角度而言屬合
理水平，歡迎對海底撈認可的投資者參
與其中。在市況波動期上市，他稱公司
對運營穩定、估值和市場反應都頗有信
心。
招股書指出，發售價若以中間價16.8
元計，共可集資約66.51億元，所得款項
的60%將用於擴張計劃，金額涵蓋在中
國開設約390間新餐廳的開支。周兆呈
透露，今年公司目標新增180家至220家
新店，當中15至25家將在海外增設。在

海外市場，公司會拓聚焦華人聚集的國
家和地區，增加市場覆蓋率，如英國、
加拿大、馬來西亞等，亦會在食品上更
貼地，增添本土化口味。

不設第二年開店目標
海底撈的分店已快速擴張至全球，創

始人、董事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張勇卻
直言，從未做過第二年的營業額和開店
數目目標，「有多少合格的店長，就能
有多大的計劃」，公司更關注能培養出
多少幹部。他相信，餐飲品牌的國際化
能幫助世界各地更好了解中國文化，而
依賴中國快速的崛起，中國餐飲業有很
大的發展空間。他也並不擔心快速擴張
的步伐，稱「若碰到天花板，我們會找
到解決的辦法。」

此外，經營瀝青船出租服務的信源企
業（1748）昨日起至17日公開招股，主
席丁肖立在記者會上表示，中美貿易戰
摩擦不斷加深，但兩國的瀝青貿易較
少，對行業影響甚微。相反貿易戰對全
球經濟或多或少造成影響，可能幫助帶
動其他市場對瀝青的需求。

信源企業入場3555
信源企業以每股1.29元至1.76元發售1

億股。以一手2,000股計，入場費約為
3,555.5元。股份預期9月26日於主板掛
牌，獨家保薦人為興證國際。按中間價
每股1.53元計算，所得款項淨額估計約
為1.29億元，約90.2%用於在未來兩年
購置兩艘新船，約9.8%用作營運資金。

新經濟股齊冧 騰訊連3日回購

■騰訊昨日
繼續走軟，
盤中曾下跌
逾 2% 。

資料圖片

海底撈：入場費屬合理水平

■張勇指相比規模，公司更關注能培養出
多少幹部。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