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強積金11月人均回報1854元

ESG發展落後 金發局促政府帶頭
提6建議 倡公共基金可先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

媚）金發局昨發表《香港的環

境、社會及管治（ESG）策

略》報告，提出6項措施以促

進本港ESG生態系統發展，包

括建議證監會和其他監管機構

就ESG主題投資產品提供更多

指引、及港交所（0388）加

強申請上市者及上市公司有關

ESG的披露。有市場人士認

為，若政府帶頭鼓勵公共基金

將ESG因素整合到投資決策

內，料有助產生連鎖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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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谷磨房今招股 力拓網購

金發局市場推廣小組成員吳柏年昨
出席記者會時表示，本港推行

ESG披露已有一段日子，然而ESG發
展仍未如理想，相信與大多數公司不
清楚ESG對公司業務有何關係，以及
只專注財務元素有關。他認為這些公
司需時了解ESG以及重視ESG對公司
業務的影響，因此建議可由政府牽
頭，由公共基金將ESG因素整合到投
資決策內，以起帶頭作用。

建議鼓勵與規管並行推進
金發局主席李律仁表示，隨着ESG
投資走向主流，許多已發展經濟體都
積極以鼓勵與規管並行的方式爭取箇
中機遇 ，要在鼓勵與規管之間取得最
佳平衡並不容易，然而香港有需要就
ESG投資予以認真考量，以不至於落
後於其他對手。
金發局成員黃元山則指，雖然ESG
發展無可避免涉及市場行為，但政府
在推動ESG發展方面可扮演不同角
色，除了原本的監管者及領導者角色
外，亦應該擔當推動者角色，為其他
公司牽起帶頭作用。他指，如果一間

公司的ESG做得好，相信對公司業務
亦有利，又形容將是一個雙贏局面。

日台星發展均優於香港
吳柏年指，鄰近的日本、台灣及新
加坡，都可以作為香港的借鏡之一，
三地在ESG生態系統發展均優於香
港。他相信，促進ESG生態系統發展
對金融市場發展有利，又舉例指日本
政府養老投資基金現時在ESG投資佔
股票持倉為3%，未來有意進一步提高
佔比至10%，而在2014至2016年間，
日本當地的社會負責任投資則由70億
美元大幅躍升至474億美元。
報告其中一項為建議港交所加強申

請上市者及上市公司有關ESG披露。

倡申請上市需披露ESG
吳柏年解釋，按現時做法，公司在
申請上市時並不需要提交ESG報告，
在上市後才提交ESG報告，他認為如
此一來，公司在申請上市時，外界並
不理解公司在ESG上的風險，對於投
資者而言並非好事，故建議在公司需
在申請上市時一併提交ESG報告。
問到有否向證監會或港交所提出有

關建議，黃元山指在研究過程中，有
向不同持份者溝通，相信報告出爐
後，金發局會繼續與相關持份者溝
通。

ESG其實是環境、社會
及管治的英文縮寫，即
「Environmental， Social，

Governance」， 有別以往企業一般只就財務表
現進行評估，ESG原則強調企業應將環境、社
會和治理納入投資決策或者企業經營之考慮。
ESG亦可視為可持續發展策略，外界普遍相
信重視ESG概念的企業，通常也擁有較透明的
財報以及較低風險的營運狀況，成為投資者降
低投資風險和提高整體回報的評估標準。

ESG概念下，一般包含眾多元素，例如企業
對環境的影響，包括對氣候變化、能源效益的
影響；又或企業在社會上的影響，包括客戶對
企業的滿意程度、資料保護及私隱等；而在公
司的管治方面，則視乎風險管理、商業道德
等。
外界相信，符合ESG概念的企業，對公司的

聲譽及能否穩定經營都具有利作用，因此形容
對投資者或對公司都是雙贏局面。

■記者馬翠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翠媚）政府發行第3批
銀色債券昨起開始接受認購，由於是次銀債包底
利率由以往不少於2厘提高至不少於3厘，加上認
購渠道由以往只有銀行，擴闊至銀行及指定證券
經紀雙軌進行，外界普遍相信是次認購反應會較
首2批熱烈，牽頭行之一中銀香港則透露，該行
首日認購銀債申請總金額較去年上升約25%。
中銀香港個人金融及財富管理部助理總經理張

穎思昨表示，該行銀債首日認購反應理想，單計

首日，申請總金額按年升約25%，申請筆數則與
去年相若，每人平均認購額約為12萬元，同樣升
約25%。她相信首日認購反應理想，或與銀債包
底利率為不少於3厘，相對以往銀債及一般定期
存款吸引有關。
政府發行的第3批銀債將於12月6日截止認
購，銀債額度為30億元，不會再增加發行額度，
年期3年，每手1萬元，息口設有浮息及定息，以
較高者為準。不少銀行提供多達7項優惠吸客。

香港文匯報訊 11月份強積金表現報喜，香港
受惠於貿易戰降溫、表現較佳，令打工仔的老本
保住了。強積金顧問駿隆發表數據顯示，截至11
月23日止期內強積金人均回報為1,854元，但年
初至今勁蝕16,287元。
駿隆報告指，「駿隆強積金綜合指數」11月微

升0.93%，其中股票基金指數上升2.16%，但指
數於全年仍錄得-11.32%。至於「股票基金」類別

中的「香港股票基金」和「香港股票（指數追
蹤）基金」分別錄得正數回報4.01%和3.85%，
但年初至今分別錄得13.34%和10.89%負回報。
駿隆於報告中指出，美聯儲若11月維持利率不

變，貨幣政策前景尚未明朗，市場則持續觀望經
濟增長勢頭，強積金指數或會有所影響。預設投
資策略基金因其較高之美股持倉，回報受近期美
股回調影響，尤其以科技股之跌幅較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岑健樂）內地
天然健康食品公司五谷磨房（1837）
昨宣佈，今日起至下周二公開招股，
發行4.21億股，其中10%在港
公開發售，招股價介乎每股
1.62至2.1元，集資最多逾8.84
億元。以每手1,000股計，入場
費為4,242.32元，股份將於12
月12日於港交所主板掛牌。中
國國際金融香港證券與民銀資
本為聯席保薦人。

集資用作興建生產基地
以招股中間價即每股1.86元
計算，公司的集資淨額約為7.1
億元。其中，約60%用於在廣
州市興建南沙生產基地；約
35%用於升級綜合分銷平台並

優化渠道組合；約5%用作營運資金及
一般公司用途。
五谷磨房首席執行官張澤軍昨於記

者會上表示，雖然公司目前線下銷售
仍然佔大部分，但現時線上業務方面
的增長相當不俗。在2015年時，線上

銷售佔比只有單位數，到今
年上半年其佔比已升至約
18%。由於內地居民於線上
消費是大勢所趨，因此公司
未來將會加強資源拓展線上
業務，料該業務可保持目前
較快的增長態勢。
談及中美貿易戰時，張澤

軍表示，雖然公司部分原材
料採購自美國，但公司採取
全球採購的政策，同時亦有
很多其他採購地可作為備
選，因此中美貿易戰對公司
的產品價格與毛利率的影響
相當有限。

香港文匯報訊 市場普遍預料美國12月將再次
加息，但美國聖路易斯聯儲主席布拉德突然聲
稱，美聯儲對是否延續加息周期、以及這一周期
還將延續多久的分歧進一步加大。消息令市場氣
氛向好，港股於期指結算日前夕再度挾高，升幅
最多達373點，收市報26,682點，升 350點或
1.3%，是連續第三個交易日反彈。國指升119點
或 1.1%，報 10,634 點，大市成交金額回升至
849.3億元。

科技股受捧 騰訊3日升8%
美國聖路易斯聯儲主席布拉德表示，過去兩年

是美國和世界經濟的「增長期」，預計2018年美
國經濟增長率將超過3%。但美國較長期的經濟增
長率有可能恢復2%或略低的水平。「我沒有任何
理由懷疑2019年和2020年經濟會放緩。在經濟
增速放緩的情況下，美聯儲要繼續以這種速度加
息，難度要大得多。」
市場憧憬美國放緩加息步伐，加上對G20峰會

期間的中美領導人見面仍有期待，推動港股昨日
向好，藍籌股全線上升。科技股重受資金追捧，
舜宇光學（2382）收報78.20元升3.71%，是升幅
最大的藍籌股。騰訊（0700）收市報314.80元，
升3.62%，在藍籌股中表現第二，以貼近全日高
位315元收市，創逾一個月半高位，成交金額107
億元，佔大市成交12.6%，個股貢獻恒指91點升
幅，該股本周連升3個交易日，累升8.1%。瑞聲
科技（2018）亦升2.639%。
濠賭板塊表現不俗，金沙中國（1928）收報
34.35元升2.99%，銀河娛樂（0027）收報50.50
元升 2.64%。「三桶油」齊齊上漲， 中海油
（0883）升2.2%， 中石化 （0386）和 中石油
（0857）分別升2.01%和1.31%。
業績股方面，中國燃氣（0384）公佈最新業績
後遭大行富瑞降評級至「跑輸大市」，該股昨收
報26.15元跌4.39%，創維數碼（0751）被野村指
海外業務受貿易戰影響，收市報 1.97 元跌
5.29%。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周曉菁）臨近
年尾，眾多新股無懼市場動盪，趕搭
上市「末班車」，近日有三隻新股會
進行招股。其中，已在滬交所上市的
藥明康德H股擬12月13日於港交所掛
牌，集資74.6億至83.3億元，招股價
介乎每股 64.1 至 71.5 元，每手 100
股，入場費約7,222元。
路透引述文件顯示，藥明康德初步
擬發售1.164億股新股，其中10%於本
港公開發售，新股編號為「2359」，
不設基石投資者認購部分，聯席保薦
人為摩根士丹利、華泰金控及高盛。

藥明康德上季利潤近倍升
藥明康德專注於小分子藥物研發，
2017年的總收益居亞洲首位，今年5
月在滬交所上市，其第三季度淨利潤
幾近翻倍，達到6.565億元人民幣。昨
日藥明康德A股收報80.23元人民幣，
折合約90.4港元，較H股招股價有
26%至41%溢價。

物業管理商創毅日內招股
另外，本港公屋物業管理供應商創

毅控股（3992）亦宣佈日內進行招
股，共發售1.25億股，其中10%公開
發售，招股價介乎每股1至1.1元，每
手2,000股，入場費2,222.17元，最多
集資1.375億元。計劃12月4日截止認
購申請，料12月11日掛牌上市。
主席潘建良昨於記者會上表示，在

未來兩年會接受14份私人屋苑的物業

管理服務合約，3份額外居屋及非住宅
物業合約，共涉3.03億元。根據施政
報告，10年內公屋供應將達28萬個單
位，他認為隨着公屋數量激增，行業
市場潛力巨大。公司未來也會在私樓
領域爭取更多合約。
資料顯示，公司集資所得款項中

72%用於營運資金及現金存款獲得履
約保證以承接公共及私人客戶的額外
物業管理服務合約、獨立護衛服務合
約及獨立潔淨服務合約。

促進 ESG 生
態系統發展對
金融市場發展
有利。

部分ESG因素
環境 社會 管治

廢物管理 市場傳訊 會計準則

能源效益 勞工標準 防賄及反貪

氣候變化 客戶滿意度 商業道德

砍伐林木 多元化 主席的獨立性

及平等機會

生物多樣性 產品安全 舉報機制

及責任
製表：記者馬翠媚

金發局對港ESG發展六建議
■政府牽頭鼓勵公共基金支持 ESG整合

■金管局提高對其外聘的投資經理施加的ESG

規定

■積金局在其受託人審批及監察程序中，把

ESG因素納入考慮

■證監會把《負責任的擁有權原則》至少提升

至「不遵守就解釋」水平

■證監會和其他監管機構就ESG主題投資產品

提供更多指引

■港交所加強申請上市者及上市公司有關ESG

的披露
製表：記者馬翠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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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是什麼？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攝

金發局成員金發局成員
狄勤思狄勤思

金發局金發局
市場推廣小組成員市場推廣小組成員
吳柏年吳柏年

金發局成員金發局成員
黃元山黃元山

政府推動ESG
發展可同時扮
演監管者、領
導者和推動者
的角色。

藥明康德H股入場費7222元 美或緩加息 港股連升三日

中銀：銀債首日申請金額升25%

■創毅控股擬下
月11日掛牌，
左起為執董黃景
祥、主席潘建良
和行政總裁李兆
華。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曾慶威 攝

■五谷磨房今日開始招股，左起為財務總經理熊鑫
升、董事長桂常青和首席執行官張澤軍。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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