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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避暴亂 全網上招股創新河
暴徒火燒銀行兼堵路 股民交認購表有危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內地
昨日公佈10月份多個經濟數據遜預
期，加上網上曾有傳言本周末香港將
實施宵禁，拖累大市曾跌367點。港股
在亂局持續下昨日再跌247點，收報
26,323點，兩日間已累跌741點，成交
額746億元，當中沽空額逾114億元，
令沽空比率升至15.4%。

騰訊季績差 股價跌2.3%
騰訊(0700)第三季季績遜預期，股價
跌逾2%，是推低大市的主要動力，但
手機股及新經濟股則獲追捧。正榮金
融業務部副總裁郭家耀表示，市場對
中美簽訂首階段貿易協議的預期降
溫，加上香港政局不穩、內地經濟數
據欠理想等，都令大市受壓，料港股
短期也不會有太大改善，恒指或下試
26,000點水平，27,400點將反過來會成
為中短期一個非常強大的阻力位。
騰訊周三公佈第三季業績，純利按
年跌13%，按季亦跌16%，遜市場預
期。郭家耀指出，這個業績令投資者
失望，料股價將會繼續受壓。但他認
為，騰訊股價在過去1個月已經下調了
不少，估計在315元水平開始有支持，
長遠走勢仍要視乎廣告收入與手遊業
務能否得到改善。

券商調低騰訊目標價
騰訊公佈季績後全日挫2.3%報319.8

元，推低恒指約59點，該股同時成為
跌幅最大藍籌。交銀國際亦調低騰訊
的目標價至 401 元，評級維持「買
入」。該行指，互聯網巨擎阿里巴巴
(9988)招股，集資最多或逾千億元，將
分薄一直投資騰訊的資金，相信對騰
訊短線表現有影響。
花旗亦預計，騰訊第四季手遊收入

按年增加39%，但若端遊收入下滑過
快、新遊戲上市失敗、手遊「王者榮
耀」的排名和動力下滑等，皆會為公
司業務帶來風險，故把目標價由433元
下調至424元。
國企指數昨日跌91點報10,427點；

重磅股友邦(1299)跌1.7%報76.4元，拖
低恒指約46點。
不過，個別手機股有追捧，瑞聲

(2018)獲花旗調升目標價後有買盤掃
貨，昨日反彈3.7%，是藍籌中表現最

佳。舜宇(2382)也彈 0.8%，富智康
(2038)更升3.7%。

新經濟股受捧 金山升8%
新經濟股也有追捧，在阿里招股帶

動下，平安好醫生(1833)升3.7%。具分
拆雲業務概念的金山(3888)大升8%至
19.96元，成交額逾10.3億元。中芯
(0981)季業佳被大行一致唱好，股價升
5.4%。不過，將分拆「壹賬通」在美
國上市的平保(2318)，股價要挫0.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受本港經濟表現及市況
疲弱影響，加上近幾個月爆發的修例風波對入境旅遊及購
物意慾造成沉重打擊，Joyce(0647)截至9月底止中期虧損
按年擴大至5,490萬元。公司表示，為應對種種挑戰，會
對存貨採購及業務拓展持審慎態度，以及將繼續主力透過
最大限度地提高毛利，及以正價銷售來增加店舖效益，並
且嚴格控制經常費用。

港收入勁跌近兩成
截至9月底止，由於業務受到香港社會事件影響，Joyce

收入下降18.4%，至3.37億元；毛利率亦下跌2.5個百分
點。香港收入較去年同期下降19.6%，至2.92億元，佔集
團收入的86.7%；由於受到庫存周轉減慢令庫存撥備增加
而導致毛利率下跌，香港的營業虧損按年擴大至3,940萬
元。內地收入按年減少9.9%，至4,462.7萬元，雖然收入
下跌但仍錄得145.2萬元的營業盈利，盈利表現改善主要
由於毛利率上升及嚴格控制營運開支。
至於合營業務時裝品牌 Marni 的銷售，按年下跌

24.8%，毛利率下跌 2.4 個百分點，錄得虧損 260萬元。

短期內難望復甦
Joyce於業績報告中指出，香港的社會事件在本財政年
度下半年持續，正嚴重影響訪港旅客人數及消費意慾，而
且內地經濟放緩、人民幣轉弱、租金水平相對於收入來說
高昂，以及中美貿易糾紛等因素，均阻礙兩地零售市場在
短期內復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阿里巴巴
（9988）最快今日開始千億元集資上市大計，
多間券商預留逾600億元孖展備戰，市場水緊下
進一步推高港元拆息，全線港元拆息4連升，其
中與供樓按息相關的1個月拆息昨升穿2.75厘，
報2.75143，創逾4個月高位。而在港元拆息持
續飆升下，有券商預期阿里巴巴孖展息率或高達
4厘。摩根士丹利發表報告指，本港資金緊張和
社會動盪推高港元拆息，關注拆息高企或會令資
產價格承壓，增加經濟下行風險。

消息亂傳 港匯大波動
港元拆息昨連續4日全線上揚，隔夜息升逾20
點子至2.34786厘，1星期及2星期拆息分別升至
3.09786厘及3.34厘，3個月拆息則升至2.42696
厘。長息方面，半年期拆息報2.35214厘，1年
期拆息報2.37196厘。港匯昨大幅波動，午後有
報道指政府擬於周六日實施宵禁，港匯一度跌穿
7.83關口，其後有媒體澄清為謠言，港匯見反
彈，至昨晚7時半，報7.8291。
摩根士丹利發表報告指，最近本港在流動性

短缺和社會動盪的雙重效應下，令港元拆息抽升

至周期性高位，偏離美元拆息走勢，而港元拆息
持續高企或令資產價格受壓，以及削弱家庭財富
效應，從而對香港經濟帶來下行風險。而按該行
預測，香港今年全年GDP增長按年跌0.8%，明
年按年升0.8%。
該行指，現時香港銀行體系總結餘降至約540

億港元水平，如果個別銀行經歷現金短缺和需要
借助過渡性融資修補缺口，銀行間支付過程可能
會產生摩擦，加上市場預期支付的需要將在近期
增加，導致銀行囤積資金，這些資金可能不會迅
速回流至拆借市場。不過，該行強調短期拆息波
動與支付需要增加有關，並非意味銀行體系流動
性短缺，而是反映銀行間支付不協調的跡象。

港元資產避險需求增
該行提到，過去2周港元短端較遠端的收益率

曲線明顯走高，同時港元遠期點子正處於今年中
以來最高水平，但港匯仍未出現價格風險明顯逆
轉，因此認為港息目前面對的壓力與短期流動性
短缺有較大關聯。該行又指，美元/港元現貨與
港元遠期點子理應是負值關係，而近日保持正
值，料主要反映港元資產的風險規避升溫。

亂局持續 港股沽空率升至15% 零售疲弱
Joyce虧損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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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價(元)

19.96

10.90

1.13

56.70

5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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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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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3.7

+3.7

+0.8

-2.3

■■港股近期弱勢難扭港股近期弱勢難扭。。 中新社中新社

今日掛牌3隻新股暗盤表現
股份

永聯豐控股(8617)

新力控股(2103)

中國鵬飛（3348）

資料來源：輝立交易平台 ■製表：記者莊程敏

暗盤收市價(元)

0.53

4.01

1.59

變幅(%)

-3.6

+0.8

+0.63

拆息繼續升 孖展息攀4厘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莊程敏) 阿里巴巴（9988）來港第二上市進入

直路，外電引述消息人士指，鑑於近期香港暴力活動持續，暴徒衝擊

中資銀行及堵路，股民到銀行攞交表有危險，該股索性以100% eIPO

形式進行，同時也不會提供實物招股書，成為香港全無紙化股票上市

首例。市場消息又指，阿里在昨日啟動IPO後首日，國際配售部分就

獲得足額認購。

本港修例風波引發的暴力活動愈來
愈烈，暴徒破壞及火燒中資銀行

兼堵路，即使是其他非中資銀行，也
常因為暴力活動而提早關門，一般散
戶到銀行拿取及遞交認購表會有危
險。阿里巴巴今次招股有新猷，將成
為香港首隻100% eIPO全無紙化招股
的新股，結束香港股民喜歡到銀行分
行排隊認購的傳統。

股民要有股票戶口
消息指，阿里配合環保和大勢所

趨，也未有計劃印製厚661頁的招股說
明書，投資者可從聯交所網站和阿里
巴巴公司網頁查看。
據悉，阿里事前已與券商、銀行等
中央結算系統（CCASS）託管人溝
通，說明流程。想認購阿里巴巴的市
民要留意，必須先在銀行或證券行開
立股票戶口。
根據銷售文件，阿里巴巴將發售5億
股新發行普通股，集資逾千億港元，
最快今日公開招股，本月26日掛牌。
外電稱，阿里面向散戶的初步配售規
模為1,250萬股，相當於香港發行新股
規模的2.5%。據悉，阿里現時未定招

股價，公司將在11月20日當天，按照
其美國ADR收市價及國際配售的認購
反應決定招股價。參考其美股現價，
阿里港股入場費約1.7萬元。有市場人
士認為，在國際配售首日已錄足額認
購，反應正面下，相信阿里的港股未
必會有折讓。

國際配售已足額
其他新股方面，新加坡土木及結構

工程諮詢服務公司 WMCH Global
（8208）宣佈創業板上市計劃，計劃
發行 1.5 億股，料集資最多 7,200 萬
元。招股價介乎0.38至0.48元，一手
6,000股計，連同手續費，入場費約
2,909元。公司由昨起至下周二（19
日）中午公開招股，計劃11月29日掛
牌。天泰金融為獨家保薦人。
公司主要於新加坡及越南提供土木

及結構工程諮詢服務，預計上市籌集
的資金約 29%用作擴展新加坡的營
運，約23%用於擴展越南的營運，約
19%作香港上環租用的支援辦公室的員
工招聘、租金及其他相關開支，其餘
資金則用作增強資訊科技系統及銷售
及營銷等。

永聯豐暗盤跌3.6%
另外，根據輝立交易平台顯示，今

天掛牌的永聯豐控股(8617)昨日暗盤高
開3.6%報0.57元，最高見0.6元，收報
0.53元，較招股價0.55元低3.6%，成
交1,320萬股，涉資705萬元。新力控
股(2103)暗盤低開4.8%報3.79元，最低
見3.36元，收報4.01元，較上市價3.98
元高 0.8%，成交 1,050 萬股，涉資
4,160萬元。中國鵬飛（3348）暗盤開
報1.3元，收報1.59元，較招股價1.58
元升0.63%，成交1,040萬股，涉及金
額1,700萬元。
昨日掛牌的幾隻新股股價個別發

展，Home Control(1747)低開報 0.93
元，曾升至1.05元全日高位，收報0.92
元，較招股價1.02元低9.8%，成交額
8,190萬元，每手2,000股賬面蝕200
元。旅橙文化(8627)開報0.3元，早段
曾見0.33元，收報0.28元，較招股價
高 1.8%，成交額 4,630 萬元，每手
8,000 股賬面賺 40 元。萬亞企業
（8173） 收報0.13元，較招股價0.19
元低31.6%，成交額7,273萬元，每手4
萬股賬面蝕2,400元。

阿里巴巴招股最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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