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市

場低迷，加上暴力示威事件，近月

鮮有新股上市。復星醫藥（2196）

分拆的復宏漢霖生物（2696）昨公

佈招股詳情，招股價介於 49.6 至

57.8元，發行6,469.54萬股，集資

最多37.39億元。以每手100股計，

入場費為5,838.2元。主席陳啟宇於

記者會上表示，對市場有信心，即

便受到外圍環境影響，但生物股的

表現可圈可點，內地相關政策也積

極配合，長期而言對股價表現較為

樂觀。

對於該業務由復星醫藥分拆，陳啟宇指
出，主要希望以獨立上市平台去吸納

人才，同時提升產品研發及上市速度，未來
會繼續集中單抗藥物，把握中國醫藥發展黃
金時期，認為分拆後能令雙方共受益。他又
指，復星醫藥會繼續從各方面支持公司，同
時亦能受益於分拆，加強單抗藥物領域以外
研發，相信可產生更多協同效應。談到招股

範圍較謹慎，他稱希望為投資者預留增長空
間。
陳啟宇又指，雖然市場近期表現有受社會

情況影響，但對本港市場仍充滿信心，而且
整體大市，特別生物科技板塊表現都不錯，
對新股發行充滿信心，未來最重要都是公司
基本面表現。

有兩款抗癌藥遞交申請
復宏漢霖預料成為香港第9隻未有盈利的生

物科技股，公司今年首季虧損達1.58億元人民
幣，而去年同期蝕6,784.3萬元人民幣。公司
高級副總裁、首席商業運營官及首席戰略官張

文傑透露，一般遞交新藥申請(NDA)後，都需
要12個月審批時間，現時旗下已有兩款抗癌
藥物遞交申請，預計明年會再陸續有新藥遞交
申請，隨產品陸續銷售，望虧損收窄。
該股從今日起至下周二招股，預料本月25
日掛牌上市。
是次招股引入4名基石投資者，合共認購

10.97億元等值股份。其中，卡塔爾投資局
旗下Al-Rayyan投資約7.05億元，生物製藥
公司舒泰神投資7,840萬元，復宏漢霖聯合
創始人劉世高及姜偉東合共認購7,840萬
元，AVICT Global Holdings認購2.35億元
等值股份。

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佈

20：30 美國

8月經季節調整的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月
率，預測0.1%，前值0.3%
8月未經季節調整的消費者物價指數(CPI)
年率，預測1.8%，前值1.8%
8月經季節調整的核心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月率，預測0.2%，前值0.3%
8月未經季節調整的核心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年率，預測2.3%，前值2.2%
8月每周平均實質所得月率，前值-0.3%
初請失業金人數(9月7日當周)，預測21.5
萬人，前值21.7萬人
初請失業金人數四周均值(9月7日當周)，前值21.625萬人
續請失業金人數(8月 31日當周)，預測
169.0萬人，前值166.2萬人

金匯錦囊
英鎊：英鎊將反覆走高至1.2600美元水平。
金價：現貨金價將暫時徘徊1,480至1,510美元之

間。

澳洲央行周三表示，目前澳洲不太可能
需要採取非常規貨幣政策措施，不過必要
時會加以考慮。澳洲央行書面答覆議員質
詢時作上述表示。澳洲央行今年已兩次降
息，利率降至紀錄低位1%。澳洲央行表
示，如果有必要，焦點將放在降低無風險
利率，這包括了進一步調降隔夜拆款利
率，以及可能購買長期政府公債。

澳元短期上升動力或減弱
澳元周三漲至六周高位，觸及
0.6885，因預期最大貿易夥伴國中國將
推出更多政策措施來阻止經濟更大幅地
放緩。整體市場風險偏好升溫，也支撐
澳元升勢，受惠於美中緊張關係緩解憧
憬，英國無協議退歐風險
消退，再者，市場人士廣
泛預期，包括美國聯邦儲
備理事會(FED)在內的全球
央行將採取措施，避免全
球經濟陷入衰退。澳元本
月以來已上漲2%。
從技術圖表所見，RSI
及隨機指數近日橫盤於超
買區域，需慎防短期內上
升動力或有所減弱。當前
將矚目於 100 天平均線
0.6905，關鍵的指向 200
天平均線，此指標在今年
2月、4月及 7月亦曾上

探，但結果都是掉頭回挫，目前200天線
處於0.7015。另外，以自7月19日高位
0.7082至8月7日低位0.6677的累計跌幅
計算，50%的反彈水準為0.6880，擴展至
61.8%的幅度為0.6925。至於下方支持預
料為25天平均線0.6780及0.6670水平。
紐元兌美元9月以來已上漲1.9%，先

前兩個月皆錄得跌幅。技術圖表見RSI
及隨機指數正自超買區域有初步回落跡
象，匯價亦已連續四個交易日受制於
0.6440，估計若一再未能向上作出突破，
則紐元料即將面臨回調風險。下方支持
預估在0.6360及月初低位0.6270，關鍵
參考2015年8月低位0.62水平。上方阻
力回看50天平均線0.6520及0.66水平。

定期定額投資新興市場更省心

歷經一年多的美中貿易衝突已然演變成
持久戰，在明年美國總統大選前恐難

落幕，幸而各國政府與企業也持續調整來因
應這場美中大國博弈，美國聯儲局7月份的
降息等於承認了貿易衝突對市場帶來的不確
定性，聯儲局減息可望延長美國經濟成長期

間並提供新興國家更多貨幣政策彈性。此
外，中國與印度也相繼推出刺激政策來緩和
美中貿易局勢對經濟的衝擊，而許多跨國企
業也積極調整並多元化其供應鏈，投資者除
了持續關注這場兩大強權的貿易戰，也應思
索該如何調整投資策略來因應大國博弈下的

變局。
儘管美中貿易不確定性持續影響市場，但

新興國家央行紛紛轉向減息，且中國、巴
西、印度等國仍在進行結構性改革，有利於
改善企業投資環境、進而提振長期經濟發
展，加上新興市場位階相對於美股較低，仍
具投資利基。

避免單一進場風險
投資者在此新聞頭條紛擾之際，與其費心臆

測未來貿易局勢發展，不如採用定期定額策略
佈局新興市場，既能參與新興市場優質企業的
長期成長、也可避免單一時點進場的風險。此
外，持有債券月配型基金的投資者也可考慮將
每月的配息做為定期定額資金，活用配息的領
息存股術不只能達到股債配置、也可分散股票
進場時點，與其將配息資金閒置，領息存股策
略更有機會創造獲利契機。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中秋佳節即將到來，回顧今年夏季的金融市場，隨着美

中雙方談判進展反覆與美國總統特朗普難以預測的推文而

波動加劇，在美中雙方敲定10月初將進行貿易談判、以

及各國政府紛紛釋出政策利多或政治局勢緩和之下，9月份以來全球股

市收紅，特別是新興市場漲幅領先。短短兩周不到的時間，包含阿根

廷、中國創業板指數、中小板指數與深證指數都有超過5%的漲幅，

MSCI新興市場指數也上漲2.42%，顯示當市場風險情緒升溫時，新興

市場較高Beta的特質也反映在其漲幅上。 ■富蘭克林投顧

央行下周料維持利率不變 英鎊偏強
動向金匯

馮強

英鎊本周初在1.2235美元附近獲得較大支持後走勢偏強，一度向上逼近1.2385美元附
近6周高位，周二表現偏穩，周三大部分時間窄幅徘徊1.2340至1.2370美元之間。
英國議會上周否決提前大選的動議，並立法阻止首相約翰遜在10月底作出無協議脫

歐，英鎊迅速在1.22美元水平尋得支持，而市場仍在關注約翰遜會否在下月17日的歐

盟峰會上要求推遲脫歐日期之際，英鎊本周早段依
然有進一步上移傾向。
英國7月份消費者物價指數年率攀升至2.1%，高

於央行2%通脹目標水平之後，英國本周二公佈截
至7月份(包括花紅)的平均周薪年增率為4%，高於
6月份的3.7%水平，預期英國央行下周四政策會議
將維持利率不變。
此外，英國本周初公佈7月份經濟按月增長
0.3%，較6月份的停滯表現明顯改善，主要是7
月份的服務業與工業生產指數雙雙掉頭回升，降
低英國第3季經濟出現萎縮的風險，數據減輕英
鎊的下行壓力，英鎊連日在1.23美元水平進行整
固。
本周三媒體報道，港交所提出以接近296億英

鎊的金額收購倫敦證券交易所，不排除消息有助
英鎊走勢，預料英鎊將反覆走高至1.2600美元水
平。
周二紐約12月期金收報1,499.20美元，較上日

下跌11.90美元。現貨金價周二受制1,500美元水平
後走勢偏軟，周三曾走低至1,485美元附近4周低
位。美國10年期長債息率延續上周升勢，本周連
日向上觸及1.74%水平4周高點，加上美元指數呈
現反彈，周三重上98.66水平1周高點，繼續抑制
金價表現。
不過，歐美等主要央行的貨幣政策均有進一步寬

鬆傾向，有助限制金價跌幅。預料現貨金價將暫時
徘徊1,480至1,510美元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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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新酒牌公告
EDM CLUB

現特通告：梁浩恆其地址為新界元朗
十八鄉路 11 號尚悅 5 座 5 字樓 D
室，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九龍尖沙咀
漆咸道南107 至 109 號中晶金融中
心地庫EDM CLUB的新酒牌，*其附
加批註為酒吧。凡反對是項申請者，
請於此公告刊登之日起十四天內，將
已簽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書，寄交九
龍深水埗基隆街 333號北河街市政大
廈 4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 2019年9月12日

申請新酒牌公告
FORTNUM & MASON

現特通告：盧常愷其地址為九龍尖沙咀梳
士巴利道 18 號 VICTORIA DOCKSIDE
K11 ATELIER 0 樓022舖及1樓122舖，
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九龍尖沙咀梳士巴利
道 18 號 VICTORIA DOCKSIDE K11
ATELIER 0 樓 022 舖 及 1 樓 122 舖
FORTNUM & MASON的新酒牌。凡反對
是項申請者，請於此公告刊登之日起十四
天內，將已簽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書，寄
交九龍深水埗基隆街 333號北河街市政大
廈 4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 2019年9月12日

申請新酒牌公告
金河餐廳小廚

「現特通告：陳帶福其地址為新界荃
灣德士古道20-34號富麗花園平台B地
下50-52號鋪，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
新界荃灣德士古道20-34號富麗花園
平台B地下50-52號鋪金河餐廳小廚的
新酒牌。凡反對是項申請者，請於此
公告刊登之日起十四天內，將已簽署
及申明理由之反對書，寄交新界大埔
鄉事會街8號大埔綜合大樓4樓酒牌局
秘書收。
日期：2019年9月12日」 

紐元呈技術調整風險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 黃楚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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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料9月經營續艱難
香港文匯報訊 國泰航空(0293)公佈
與國泰港龍航空於2019年8月份合併
結算的客、貨運量。數據顯示，當月
載客量與貨物及郵件運載量較去年同
期均有顯著下跌，料9月份情況持續
艱難。

上月載客量同比跌11.3%
據公佈，兩航空公司在8月份合共

載客逾290萬人次，較上年同期跌
11.3%；乘客運載率跌7.2個百分點至
79.9%，以可用座位千米數計算的運
力則上調5.1%。今年首8個月，載客
量較去年同期升2.2%，而運力則增加
6.5%。
兩航空公司8月運載的貨物及郵件

合共1,614萬公噸，按年減少14%，
運載率跌7.5個百分點至60.9%。以可
用貨物及郵件噸千米數計算的運力下
降0.6%，而貨物及郵件收入噸千米數
的跌幅為11.6%。今年首8個月的載
貨量按年減少 7.1%，運力上升
0.8%，而貨物及郵件收入噸千米數則
下跌7.2%。
國泰航空顧客及商務總裁林紹波表

示，8月份對國泰航空及香港都是極
具挑戰性的月份，本來是暑假旅遊高
峰期，但整體來港旅客量大幅減少近
半，嚴重影響集團的航空公司業務表
現。集團的來港載客量較去年同期減

少38%，離港客運量則減少12%。預
期9月份的情況仍持續艱難。
林紹波稱，前艙需求的下跌較休閒

旅遊更顯著，整體運載率大幅跌至
80%。從區內市場來港的需求嚴重受
挫，尤以中國內地和東北亞為甚。澳
紐航線則表現較理想。由於旅行需求
減弱，過境旅客比例增加及因美元走
強而帶來的負面影響，令客運收益率
進一步受壓。

實施應變 按需求調整運力
現階段，年內未來數月的預訂水平

大幅下降，因此集團會實施短期應變
措施，包括按需求調整運力。具體而
言，集團將會減少運力增長，2019年
冬季季度(今年10月底至明年3月底)的
運力增長，由原先計劃超過6%的增
幅調整為按年比較略低於去年同期的
水平。然而，集團的中期前景仍保持
樂觀。
貨運業務方面，月內各業務區域的

貨運量按月下跌，主要反映世界各地
在節假期間需求偏軟、區內多次遭受
熱帶風暴吹襲，及香港機場服務受阻
的情況。地緣政治持續緊張將繼續影
響整體市場情緒。縱然如此，踏入傳
統貨運高峰期之初的9月，集團的展
望仍較正面，預期貨運需求會因專項
貨物及填補倉存而逐步改善。

■復宏漢霖主席陳啟宇(中)表示，對股價長期表現較為樂觀。 香港文匯報記者周曉菁 攝

復宏漢霖今招股 5838元入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