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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創業板IPO要求放寬
中證監：取消兩年盈利及資產負債比條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岑健樂）香港銀
行上周跟隨美聯儲減息，近11年來首次
下調最優惠利率（P）。銀行公會主席
禤惠儀昨於記者會上表示，美聯儲今年
已減息三次，市場普遍預期會再多減一

次，但時間是於今年底或是明年，則需
要視乎美國經濟數據表現。

目前再減P機會不大
禤惠儀表示，雖然銀行現時資金成本

仍高，但仍希望透過是次減息紓緩市民
供樓壓力。她續指，香港拆息長遠會跟
隨美息走勢，但由於近日有不少招股活
動，增加短期資金需求，導致拆息向
上，因此目前再下調P的機會不大。雖
然減息或使銀行淨息差有下行風險，但
香港銀行經歷過不同的息口周期與經營
環境，相信能有相應產品及服務可提供
予客戶。
此外，禤惠儀又提醒市民，稱雖然中
美貿易談判近期傳出正面消息，刺激市
場表現，但明年為美國大選年，市場走
勢或會反覆，加上本港今年全年經濟有
機會錄得負增長，因此市民應小心防範
投資風險。

銀公：新股集資扯高拆息

■禤惠儀稱，由於招股活動增加短期資
金需求，導致拆息向上。 岑健樂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 瑞聲科技
(2018)昨公佈截至今年9月底止首三季業
績，純利14.65億元（人民幣，下同)，按年
跌46.8%，每股盈利1.21元。營業額125.79
億元，按年跌5.4%；毛利率為28.4%，跌
8.5個百分點。單計第三季純利為6.95億
元，按年跌29%，按季則升近1.1倍；收入
50.1億元，按年升3%，按季升31%；毛利
率29.6%，按年跌7.5個百分點，按季升4.6
個百分點。

第三季度聲學、光學、電磁傳動、微機
電系統器件等業務板塊收入和毛利率相比
第二季度都獲得較好增長。

整體毛利率仍有上升空間
當被問到毛利率是否見底時，投資者關

係主管郭美珊昨表示，聲學專有平台超線
性結構(SLS)很多產品毛利率已經達到
40%，隨着SLS在Android陣營滲透率有望
於年底由現時60%進一步升至65%，加上

電磁傳動的產品毛利率改善，相信整體毛
利率仍有上升空間。
對於第3季聲學產品出貨量增長，但平均
單價仍錄得跌幅。郭美珊解釋，部分An-
droid客戶有意採用入門版SLS的高規格產
品，相信趨勢仍會持續至明年。

光學業務將成為增長亮點
公司董事總經理莫祖權表示，公司旗下

的光學業務將成為增長亮點，塑料鏡片今
年底單月出貨量將增至6,000萬件，明年目
標為1億件，目前客戶僅為Android手機，
而WLG混合鏡頭將有項目明年投入量產，
對業務前景樂觀，但毛利率則未宜披露，
他稱，技術水平較高，但未來實際走勢仍
取決於WLG良率及量產規模。
集團亦指出，隨着5G時代的全面到來，

技術要求更高的集成射頻解決方案市場需
求將不斷加大，集團精密結構件業務也將
從中受益。集團將不斷推動技術升級、擴
大競爭優勢，實現在新市場、新客戶、新
產品和使用者體驗方面取得更大突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10月份環球
股市延續升勢，港股破除「十月股災」魔
咒，全月升逾800點，連升第二個月，強積金
也錄得正回報，打工仔有錢賺。據駿隆集團
統計顯示，10月份強積金每人平均賺4,841
元，首10個月計，平均每人賺17,235元。

股票基金升3.69%
受惠於中美貿易戰緩和及美聯儲減息等
利好消息，10月環球股市表現延續升勢，
駿隆強積金綜合指數報223點，升6點或
2.37%，三大主要指數中，股票基金指數升
11點或3.69%，報299點；混合資產基金指
數升7點或2.37%，報216點；固定收益基

金指數微升1點或0.18%，報126點。
駿隆集團常務董事陳銳隆表示，環球股
市表現預期將持續波動，將受制於中美貿
易協議進程，高風險投資者可考慮分段增
加環球股票比例，另一方面，市場亦預期
美聯儲將暫停減息周期，債券資產回報將
受影響而持續波動。投資者資產分佈需謹
慎部署。
10月份各類主要股票基金全線上揚。美
國市場方面，美國經濟及就業數據回暖，
而且美國經濟基本面與全球地區比較仍然
穩健，加上聯儲局再度減息，有利美股表
現。歐洲市場方面，英國脫歐情況逐漸明
朗，英國亦決定於12月12日再次舉行大

選，歐洲股市及歐元近期的反彈亦反映受
英國脫歐的不確認性等地緣政治因素影響
將續漸完結，將有利歐羅及歐股的表現。

日圓升勢或近尾聲
香港及大中華區市場方面，內地推動經

濟高品質發展及加速資本市場開放的改
革，將有利A股表現。亞洲市場方面，各國
經濟基本面參差，現時估值仍具長線投資
價值，美匯稍弱亦減輕亞洲各國貨幣貶值
壓力。日本市場方面，投資者對日圓需求
的上升令日圓有升值的壓力，投資者須提
防日圓及日股因銷售稅及奧運會投資接近
尾聲而回吐。

股市升 強積金上月人均袋4841元

瑞聲上季少賺29% 環比則倍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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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證監新聞發言人常德鵬在每周例行新
聞發佈會上表示，證監會就修改上市

公司證券發行管理辦法、創業板上市公司
證券發行暫行辦法等再融資的規則公開徵
求意見。
證監會還對科創板上市公司證券發行註
冊管理辦法公開徵求意見（即科創板再融
資管理辦法），支持科創板上市公司引入
戰略投資者；並將授權上海證交所根據科
創板運行的總體情況和市場實際的需要，
研究制訂小額融資的業務規則。

將鎖定期減半 再融資期延長
另外，證監會將調整創業板非公開發行
的定價和鎖定機制，將發行價格不得低於
定價基準日前20個交易日股票均價的九折
改為八折，將鎖定期由現在的36個月和12
個月分別縮短至18個月和六個月，且不適
用減持規則的相關限制。
同時還將目前主板、中小板、創業板非
公開發行股票發行對象的數量統一調整為
不超過35名，適當延長批文的有效期，方

便上市公司選擇發行方法，將再融資批文
的有效期從六個月延長至12個月。
此外，已經通過發審會審核的不需要重

新提交發審會審議。再融資規則發佈施行
時，再融資申請已經取得核准批覆的，適
用修改之前的相關規則；尚未取得核准批
覆的，適用修改之後的新規則。

A股入摩擴容 納入因子至20%
MSCI昨宣佈納入A股擴容安排，204隻
A股將以20%的納入因子新加入MSCI中國
指數，含189隻中盤股。此外，268隻已經
進入MSCI中國指數的A股在指數中的納入
因子將從15%提升至20%。上述為MSCI擴
容A股的第三步，完成後A股在MSCI新興
市場中所佔權重為4.1%。

好消息早已消化 A股倒跌
雖然 A 股在指數中納入因子提升至

20%，不過市場對此早有預期，滬深三大指
數高開低走。滬綜指、深成指、創業板指
分別高開0.51%、0.68%和0.51%，之後卻

節節敗退。截至收市，滬綜指報2,964點，
跌14點或0.49%；深成指報9,895點，跌22
點或0.22%；創業板指報1,711點，跌4點
或0.25%。兩市共成交4,494億元人民幣。
全周來看，滬綜指周內累計升0.2%、深成
指與創業板指分別周漲0.95%、1.44%。
科技股逆市收漲，無線耳機板塊漲超

2%，全息技術、百度概念、小米概念等漲
近1%。銀行板塊領跌，農牧飼漁、券商信
託、貴金屬、醫療、電信運營、家電、保
險等跌約1%。

困擾多 滬指3千關魔咒難破
和信投顧分析，滬綜指3,000點魔咒難
破，可能與以下幾個原因有關。一是近期
經濟數據不佳，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二是
市場熱點一直散亂，缺乏主線熱點的貫穿
和支撐；此外，三季報績優科技股分散，
缺乏有效的資金合力。該機構建議，輕指
數重個股在當前結構性行情中頗為重要，
投資者可重點關注科技、醫藥、消費等板
塊輪動帶來的機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翠媚）隔晚美股收市創新高，不過市場
憂慮中美貿易談判添變卦，港股昨結束6連升，收跌196點，報
27,651點，成交797億元。有分析認為，中美貿易談判將繼續左右
恒指表現，料恒指將徘徊28,000點。另一邊廂，新股市場繼續暢
旺，6隻新股昨齊掛牌，表現最好的益美國際（1870）升近5成，
表現最差的東曜藥業（1875）潛水4.42%。

季檢揭盅 未有藍籌換馬
重磅股方面大多表現受壓，騰訊（0700）拖累大市收跌1.9%；
友邦(1299)亦收跌1.14%；匯控（0005）收跌0.25%；阿里巴巴傳
下周上市聆訊，集資最多150億美元，港交所（0388）逆市走高
0.4%。恒指昨收市後公佈季檢結果，50隻成份股未有換馬，原本
染藍大熱的美團（3690）、安踏（2020）大熱倒灶，昨未見炒上，
收市分別倒跌3.96%及跌0.19%；被剔出藍籌呼聲最高的瑞聲
（2018）則幸保不失，不過昨中午公佈業績，今年首三季少賺46%
遜預期，收跌0.48%。

地產股走軟 汽車股亮麗
地產股全線走軟，恒地（0012）收跌2.59%，成跌幅最大藍籌；
新世界（0017）跌1.88%；遭剔出MSCI香港指數的希慎（0014）
收跌1.42%，收報31.25元；新地（0016）收跌1.31%。汽車股逆
市走高，獲大行唱好的吉利（0175）收升1.83%，為升幅最大藍
籌；長汽（2333）上月銷量按年升4.5%，收升3.64%；比亞迪
（1211）昨公佈將夥豐田組合營研發純電動車，收升3%。
大中華投資策略研究學會副會長(港股)李偉傑預期，中美貿易問

題料將繼續困擾大市，市場亦正在猜測首階段中美貿易協議在何
時、何地及有何協議內容，暫時未見有新消息下，料恒指將在
28,000點前整固，短期將在27,500點附近波動。
對於恒指昨公佈季檢未有變動，訊匯證券行政總裁沈振盈認為，
投資者不宜跟炒季檢概念，因為恒指公司相關納入標準並不透明，
故難以捉摸真正可以「染藍」的個股，認為投資者若炒季檢實如同
賭大小，長期投資策略仍應以公司業務為主。至於被剔出藍籌呼聲
最高的瑞聲，未來有機會受惠在5G下消費者更換手機，業續或見
改善。

6新股首掛 3隻升幅勁
6隻新股上場，當中一半均上升。康德萊醫械（1501）收報27

元，較招股價20.8元升近30%，不計手續費一手賺1,240元；內地
酒店用品公司信基沙溪（3603）收報 1.3元，較招股價1元升
30%，不計手續費一手賺900元；香港外牆工程公司益美國際
（1870）收報1.42元，較招股價0.97元升近5成，不計手續費一手
賺1,125元。
東曜藥業（1875）收報6.26元，較招股價6.55元潛水4.42%，不
計手續費一手蝕 116 元；新加坡最大拆除服務供應商 BENG
SOON MACH（1987）收報0.5元，與招股價持平，無賺無蝕；石
油管製造商達力普控股（1921）收報1.53元，較招股價1.59元潛水
3.77%，不計手續費一手蝕120元。

MSCI香港指數剔出4股
另外，MSCI昨亦公佈半年度檢討結果，除了落實第三階段A股
「三倍入摩」的股份名單，其中MSCI香港指數剔出4隻股份，包
括九龍倉（0004）、 希慎興業（0014）、香格里拉（0069）、
美高梅（2282），並沒有納入股份；MSCI中國指數則因為A股擴
容，大幅增加納入218隻股份，剔出7隻股份。其中被MSCI香港
指數剔出的九龍倉亦會轉至中國指數。

■左起：益美國際、BENG SOON MACH、達力普、康德萊醫械、東曜藥業和
信基沙溪共六隻新股昨齊掛牌上市。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記者 章蘿蘭章蘿蘭 上海報道上海報道））中國證監會宣佈將放寬創業中國證監會宣佈將放寬創業

板發行上市標準板發行上市標準，，其中包括其中包括：：取消創業板公開發行股票取消創業板公開發行股票（（IPOIPO））連續盈利連續盈利

兩年的條件兩年的條件，，取消創業板公開發行證券最近一期末資產負債比高於取消創業板公開發行證券最近一期末資產負債比高於4545%%

的條件的條件，，並優化非公開發行的制度安排並優化非公開發行的制度安排，，支持上市公司引入戰略投資者支持上市公司引入戰略投資者；；

同時授權上交所研究科創板小額融資管理辦法同時授權上交所研究科創板小額融資管理辦法。。

取消創業板
IPO需連續兩
年盈利等條
件

授權上交所
研究科創板
小額融資管
理辦法

優化非公開發
行制度安排，
支持引入戰略
投資者

中證監的新政要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