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葉豐盈（中）表示，產品在本港已積累
一定知名度。 香港文匯記者馬翠媚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馬來西亞
電力電纜產品供應商OCC Cables（1791）
今起至下周四招股，計劃發行2.7億股，其
中10%在港公開發售，招股價介乎每股0.6
元至0.8元，集資最多2.16億元。以一手
4,000股計，入場費為3,232.25元。股份計劃
本月19日於主板掛牌，保薦人為富強金融資
本。
按中間價每股0.7元計算，集資淨額約

1.49億元，其中53.8%將用於擴張及改善

現有馬六甲廠房；25.1%用於策略收購或
投資以提升集團的服務能力及擴大集團的
服務覆蓋面；11.1%用於購買計算機化系
統並升級現有的硬件及服務器；餘下10%
用於營運資金及一般企業用途。

江西贛鋒傳16.5元下限定價
另一方面，路透旗下IFR Asia引述消息
人士稱，內地最大金屬鋰生產商江西贛鋒
鋰業（1772）以每股下限16.5元定價，發

行約2億股，集資33億元。公司計劃將集
資所得用於勘探、投資及收購上游鋰資源
等資本開支、向美洲鋰業提供財務資助、
用於研發及一般營運資金，而股份預計於
下周四於主板掛牌。
此外，家品公司新昌創展（1781）昨首
日掛牌，開市報1.2元， 較招股價1.1元高
逾9%，但股價隨即「潛水」 ，一度失守
招股價並低見0.98元。該股其後「收復失
地」，更一度高見1.36元，收市報1.27
元，較招股價升0.17元或15.5%，未計手
續費，每手2,000股賬面賺340元。

OCC Cables今招股 3232元入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韓國美妝
護膚集團Amorepacific擬進一步拓展本港
市場，旗下Amorepacific Hong Kong董事

總經理葉豐盈昨表示，公司在港正式引入
「呂」護髮品牌，將斥資1,000萬元廣告費
為品牌造勢，並已聘請黎明為本港代言人，
主因看好本地高端個人護理產品市場潛力龐
大，就連美髮產品亦講究如護膚品般，相信
可成為集團的增長引擎之一。

過去市面出售皆為水貨
葉豐盈表示，是次為公司首次開拓本地

個人護理產品市場，主因有調查發現本地
高端頭髮護理市場增長強勁，甚至遠高於
內地及台灣，加上產品在本地已積累一定

知名度，因此將品牌引入本港，未來亦有
可能引入更多母企旗下品牌。
近幾年大吹韓風下，本港不少店舖，甚

至大型連鎖店都可見「呂」蹤影，但原來
出售的皆為水貨，Amorepacific Hong
Kong市務總監鄭載歡表示，品牌在本地較
為人熟悉，甚至未有宣傳推廣下，在本地
美髮市場市佔率已達2%，排名前10名之
內，而為了分辨行貨及可能摻雜假貨的水
貨，正貨將貼有防偽標籤，同時會在各大
連鎖店及HKTVmall等出售，而合作商店
日後亦只會銷售行貨。

Amorepacific在港宣傳「呂」護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

港股 10 月開局連跌 3 日共 1,164

點！都是美國惹的禍。外電報道美

國副總統彭斯將發表對華措詞強硬

的演說，市場憂慮貿易問題之外，

再點政治火頭，令中美關係更趨緊

張，加上美聯儲主席鮑威爾罕有地

一周4度談加息議題，市場憂慮美

加息步伐加快，美元及美長債息齊

抽升，震散新興市場貨幣及人民

幣，港股昨再挫 467 點，收報

26,623點。

彭斯發惡 港股3日挫千點
美債匯飆升恐掀風暴 沽空率18% 29個月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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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莊程敏）有調查發
現，隨着多媒體內容的崛起，為了增強
Wi-Fi 網絡安全、提升整體用戶體驗和提
供穩定而高速的連接，76% 的香港企業表
示他們將於未來 12 個月內更新Wi-Fi設
備。Ruckus Networks台灣與香港總經理許
慧嫻指出，若資訊科技部門需要花費大量
時間處理 Wi-Fi問題，這會對企業革新和
減低營運成本造成極大壓力，並阻礙企業
在產品、服務和業務模式的創新。
ARRIS旗下公司無線基礎架構市場的廠

商Ruckus Networks調查訪問了1,200位來
自澳洲、中國內地、香港、印度、印尼、
日本、新加坡和台灣地區的商業和資訊科
技領導。調查指出，不少企業花費長時間
整修設備，35%的受訪企業表示他們估計每
年因連接故障而造成業務上的損失高達40

萬元。從企業的角度，受訪者認為在工作
環境下使用Wi-Fi可提升生產力（74%）、
工作彈性（55%）和改善協作（44%）。但
有超過一半（51%）受訪者表示他們在過
往12個月內曾經歷至少六次的連接故障，
一半的企業認為惡劣的Wi-Fi體驗會對品牌
形象帶來負面影響。調查又指，47%的香港
受訪者和53%的亞太區受訪者把公司現時
的Wi-Fi網絡安全程度評為好或非常好。

逾半受訪企遭遇至少六次故障
至於有關智慧城市措施的首三項期望，

43%的香港受訪者期望透過智能基建可改善
生活素質，例如智能泊車、智能垃圾箱等；
39% 受訪者希望透過提供免費公共Wi-Fi及
互聯網連接來縮短數碼差距；89%受訪者表
示關注公共Wi-Fi熱點的安全問題。

調查：港企受Wi-Fi連接故障困擾

■許慧嫻（左）指
出，35%受訪企業
估計每年因連接故
障而損失達40萬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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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近日港股大
幅波動，對此，中銀香港（2388）資產管理執
行總裁沈華昨表示，由於預期美聯儲將於12月
再度加息，在持續加息的情況下，股市將持續
波動。同時，長債價格亦因加息而有下行壓
力；相反短期債券能更緊貼市場利率走勢，因
債券贖回後，可投資息率更高的債券，讓投資
者捕捉加息所帶來的投資回報，故他相信此產
品可吸引避險資金與風險胃納較低的投資者認
購。
中銀香港資產管理推出「中銀香港全天候短期

債券基金」，基金將主要投資於投資級別的短期

美元債券、短期非美元債券與存款，並為投資非
美元債券進行匯率風險對沖，而基金投資的整體
平均存續期維持在不超過1.5年的水平。
基金每年僅收取0.3%管理費用。入場投資

門檻為1,000美元、10,000港元或10,000元人
民幣。

基金暫不派息 靠贖回獲利
沈華表示，雖然基金暫不派息，但投資者可

透過贖回基金獲利，預期年化回報率約2.6厘
至2.7厘。他強調，雖然現時一年期美元定期
存款有約3厘回報，但定期存款資金會遭銀行

「鎖死」，相反此基金擁有可隨時贖回的優
勢，流動性較高，對基金的競爭力有信心。
另外，中銀香港資產管理投資總監韓劍秋昨

表示，內地現時推行「去槓桿」，故內地企業
面對不少融資壓力，但隨着中美貿易戰爆發，
內地政府將防範金融風險列為重點，允許到期
的債券延期，相信內地企債的違約問題不會太
嚴重。
中銀香港資產管理固定收益首席投資官阮卓

斌認為，近日內地企債違約率上升屬自由市場
的健康發展，而人行亦會適當地調控流動性，
故對內地債市表現仍感樂觀。

中銀推短債產品 吸引避險資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內地人民幣市
場因應長假期本周休市，受強美元及憂慮貿易
戰升級的影響下，人民幣境外表現持續弱勢，
離岸人民幣昨一度跌穿6.9關口，是繼本周二後
再度失守有關水平，昨曾低見6.9167，較前日
收盤價6.8945再跌222點子。有分析認為，由

於內地經濟數據欠佳，加上人行放寬政
策的預期較高，料短期人民幣表現或偏
軟。
在市場對中美貿易戰憂慮升溫下，

離岸人民幣昨表現偏軟，在凌晨時分
曾見輕微反彈，一度高見6.8868，較
前日收盤價微升77點子，其後急轉直
下，早上時間已跌穿6.9關口，至午後
時間跌幅進一步擴大，在下午約1時
再失守6.91水平，其後見反彈，一度
收復6.9關口。截至昨晚8時，離岸價
報6.8964，較前日收盤價跌19點子。

細摩：貿戰明年或全面爆發
摩根大通發表最新報告表示，中美貿易戰下，
短期內沒有明顯跡象顯示兩國之間紛爭有所緩
解，因此預期明年兩國或將爆發全面貿易戰，在
美國對華關稅將最大化的預期下，料全球兩大經

濟體之間的衝突只會升級，同時預期貿易戰將對
中國經濟增長或帶來影響，因此該行對明年中國
經濟增長預測由6.2%下調至6.1%。
摩根大通解釋，美國對中國貨品加徵關稅措

施，正逐步擠壓中國製造業的利潤率，有機會影
響投資和招聘意慾，從而減少收入和拖累消費，
因此決定下調對明年中國經濟增長預測。該行又
預期在美元升值下，人民幣將進一步貶值，同時
將中國股票評級由「增持」下調至「中性」。
華僑永亨銀行經濟師李若凡則認為，美國經

濟數據造好，加上美聯儲主席表示距離中性利
率還很遠，10年期美債收益率抽升至2011年
以來高位3.18%，帶動美匯指數突破96水平，
在美元大範圍走強下，致令離岸人民幣短暫突
破6.9。她預期，若離岸人民幣進一步跌至6.9
至7算，或人民幣指數再次跌向92水平，人行
有可能通過管理離岸市場流動性，以穩定人民
幣匯率。

憂貿戰升級 離岸人幣再穿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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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港股下跌4大原因
■市場擔心美聯儲加快加息步伐

■市場擔心美國副總統彭斯的演講令中美關係（包括經貿關
係）進一步惡化

■摩根大通發表報告，下調內地經濟增長預測

■港股沽空比率達18%，創29個月新高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健樂

隔夜美國道指雖然續創新高，但
恒指未能受惠。美國副總統彭

斯即將演講及美聯儲主席鮑威爾一
周內4度談加息議題，以及美國進一
步制裁伊朗，中美關係、美元及美
債息飆升、中東地緣政治、印度印
尼貨幣及離岸人民幣下挫，利淡消
息交織，市場擔心爆發新一輪金融
風暴，拖累恒指連跌第三日。大市
昨早低開61點後跌幅持續擴大，午
後更一度大跌近540點，低見26,551
點，收跌467點，報26,623點。3日
累跌1,164點。
由於內地正值國慶黃金周假期，在
「北水」欠奉下，大市交投淡靜，昨
日全日成交只有802億元。市況弱，
淡友趁機出動，大市昨錄近144億元
沽空成交，沽空比率達18%，為2016
年5月13日以來最高。

道指點數位15年再超恒指
以收市計算，昨日恒指點數更低
於道指（隔夜道指收26,828點），
這是自2003年4月「非典」後，恒
指首度低於道指。事實上，在最近
20年來，香港恒指大部分時間高於
道指。恒生指數短暫低於道指的時
期，包括1998年6至9月亞洲金融風
暴，以及2001年美國「911」恐怖襲
擊事件後，美國股市停市期間。
摩根大通昨亦對港股「落井下
石」，將A股的投資評級由「增
持」下調至「中性」，理由是隨着
美國政府擴大對中國商品加徵關稅
與人民幣持續貶值，令中美貿易摩
擦有增無減，短期內沒有明確緩和
跡象，而中美雙方明年更可能爆發
「全面貿易戰」。此外，摩通更將
內地明年的經濟增長，由之前估計

的6.2%下調至6.1%。
第一上海首席策略師葉尚志昨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由於現
時中美貿易摩擦難以圓滿解決，再
加上美國加息這個負面因素，故昨
日恒指繼續下跌，他認為港股後市
走勢將持續反覆向下。
至於恒指何時才能止跌回升，他
表示其中一個指標是9日RSI（相對
強弱指數），如果9日RSI跌至低於
30進入超賣區，甚至跌至9月12日
恒指創下年內 26,219 點新低時的
23.75，恒指或可止跌回升。至於另
一個時點則是視乎下周A股復市後的
表現，如果A股復市後沒有跟隨港股
大跌，港股或有可能借勢反彈。

分析員籲股民莫心急入市
由於港股市況持續波動，因此葉
尚志建議投資者需注意風險管理，
不要心急入市。
個別股份的表現方面，雖然重磅

股騰訊（0700）連續 18 日回購股
份，昨以每股307.4元至313.2元回
購12.4萬股，涉約3,834.72萬元，
但股價仍跌 7.6 元或 2.41%，收報
308.4元。至於連日獲李嘉誠李澤鉅
父子增持的長實（1113），昨亦難
逃一跌，收報56.55元，跌0.8元或
1.39%。
資料顯示，長實資深顧問李嘉誠

與主席李澤鉅各佔一半股權的私人
公司，在9月26日、9月27日及10
月2日，以每股平均價57.8341元至
59.9704 元合共買入 384.85 萬股長
實；李嘉誠基金會亦於10月2日以
平均價57.5582元增持201.4萬股長
實。完成後，李嘉誠及李澤鉅的持
股分別為32.81%及32.88%。

■■新興市場貨幣及人民幣齊震散新興市場貨幣及人民幣齊震散，，港股昨亦挫港股昨亦挫467467
點點，，收報收報2626,,623623點點。。 中通社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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