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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交所（0388）就「企業

版同股不同權」（CWVR）諮

詢將於本周日結束。香港投資

基金公會昨就諮詢提出意見，

認為港交所不應允許CWVR及

「 個 人 版 同 股 不 同 權 」

（WVR）的混合結構，以免

出現監管漏洞或對投資者造成

不公，故建議只允許在CWVR

或WVR二擇其一，並在循序

漸進下，在制度運行2年後才

再作檢討，諮詢探討混合模式

的可行性。

投資基金公會憂CWVR損散戶權益
建議在「個人版」「企業版」不同權「二選一」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投資基金公會對CWVR建議撮要
◆不應允許個人版同股不同權（WVR）與企業版同股不同權
（CWVR）之混合結構；

◆應只允許使用單一結構，在WVR或CWVR中二擇其一；

◆在制度運行2年後檢討實際落實情況，再諮詢探討混合模式的
可行性；

◆CWVR受益人需在申請人上市前至少3年、持有其至少30%
的權益並積極參與其管理或業務；

◆CWVR受益人所持股最高不同投票權比例應低於WVR受益人
的最高比例，即不多於普通股投票權的2.5倍；

◆聯交所應定期檢討市值門檻；

◆聯交所應對CWVR受益人的不同投票權設有時限的日落條
款，不同投票權的有效期不超過5年；

◆不同投票權在日落期結束時，可經獨立股東批准而續期，每次
不超過3年。

製表：記者 馬翠媚

香港投資基金公會主席李錦榮表示，一股
一票才是良好企業管治的基石，不過明

白在新經濟及科技公司大勢所趨下，港交所擬
推出有關企業版同股不同權諮詢，是希望吸引
更多新經濟公司來港作第一或第二上市，不過
他提醒要加強監管以保障股東權益，而該會經
諮詢會員後收集到不少意見，包括應縮短日落
條款期限及收緊股份與投票權比例等。

混合模式複雜 散戶難掌握
該會認為不應允許上市企業具混合結構，行
政總裁黃王慈明解釋，因應CWVR及WVR兩
者安排和機制都不同，若容許混合模式存在，
將令整體結構極為複雜，尤其對散戶而言更難
掌握，因此建議港交所應循序漸進，先容許單
一模式運作2年至3年，才再探討混合模式的
可行性。她強調，若港交所堅持容許混合模
式，則應先統一兩者規定，如採用劃一日落條
款等。

而諮詢文件亦為CWVR提出多項限制，包
括法團受益人（CWVRB）需在申請人上市前
至少2個財年、持有至少10%的權益並積極參
與其中，並提出法團股東持股的投票權最多為
1股5票，企業市值至少2,000億元，以及日落
條款以10年為限、其後可再延長5年等。
李錦榮指，為了確保該CWVRB對上市申請

人有一定貢獻，CWVRB持有10%的經濟利益
應提高上限至30%，並要在申請人上市前積極
參與業務增至至少3個財年，同時調低投票權
至2.5倍，為機構及個人投資者保留制衡空
間。他亦提到，由於符合市值至少2,000億元
條件的公司已不多，故建議交易所定期檢討有
關市值要求，以確保上市門檻持續具有意義。

日落條款期限可減至5年
而在日落條款方面，李錦榮認為，新經濟業

務周期短、競爭大，若日落條款以10年為限，
期內或存在不確定因素，因此認為期限應削半

至5年，其後每次延續日落期，都需由獨立股
東做決議，每次延期不多於3年。
諮詢亦提到，聯交所建議規定CWVRB要透

過將上市申請人納入其生態圈中證明其貢獻，
方合資格享有不同投票權。
李錦榮認為有關「生態圈」的字眼較為籠

統，概念相對模糊，認為有關方面應提出一個
更清晰的標準，以證明上市公司達到有關要
求。

國金機構料續青睞香港
另外，被問到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揚言，不再
保證香港享有回歸前的特殊待遇，金融機構會
否因應潛在改變而出現撤資情況。李錦榮則表
示，暫未見有大量資金從基金投資中流走，又
指香港資金自由流動、公司規範、營商環境、
證券及銀行法則的監管，一直提供有競爭及開
放的營商環境等，相信仍是國際金融機構持續
在香港經營的重要吸引力。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
交易所頻發「警報」無阻外資「買買買」。繼
一日三預警後，昨日早間，深交所又同時對華
測檢測、美的集團、索菲亞、泰格醫藥四股發
出外資持股預警，再度刷新歷史紀錄。當日滬
深三大指數漲跌互現，北向資金淨流入近42億
元（人民幣，下同）。深交所披露消息顯示，
截至5月27日收盤，QFII、RQFII、深股通等
境外投資者分別持有華測檢測、泰格醫藥、索
菲亞、美的集團4.34億股、1.95億股、2.345
億股和 19.13 億股，分別佔公司總股本的
26.1%、26.04%、26.9%和27.33%。
其中，綜合生物製藥研發服務提供商泰格醫
藥是首次被預警。公關信息顯示，上周末泰格
醫藥旗下控股企業Dream CIS在韓國證交所掛
牌上市。此外公司正在申請發行境外上市外資
股(H股)，擬在港交所主板上市。

避險屬性凸顯 A股料續吸外資
長城證券分析，A股低估值、成長性及避險

屬性再度凸顯，後續外資有望持續平穩淨流
入。當前內需仍待進一步恢復，新基建、老基
建料持續加碼，在此背景下，外資仍將沿科技
成長、大消費兩條主線穩步流入。
昨日泰格醫藥、華測檢測分別微漲0.18%、

0.51%；索菲亞、美的集團跌0.54%和0.17%。
不過，滬深三大股指漲跌互現，滬綜指報
2,846點，漲9點或0.33%；深成指報10,653
點，跌29點或0.27%；創業板指報2,054點，
跌16點或0.8%。兩市共成交5,782億元。北向
資金整體淨流入近42億元，從板塊來看，大消
費板塊中的白酒股依然升幅居前，漲超2%。

政策利好 多元金融升逾3%
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辦公室周三公

布，根據統一部署，發改委、財政部、人民銀
行、銀保監會、證監會、外匯局等金融委成員
單位，將於近期推出11條金融改革措施，包括
出台《商業銀行小微企業金融服務監管評價辦
法》、《中小銀行深化改革和補充資本工作方

案》等。昨日金融板塊受益大漲，多元金融升
逾3%、保險、券商信託升2%，銀行板塊漲
1%。
自26日重啟操作以來，央行通過逆回購投放

的資金規模持續增加，意在呵護流動性。昨日
早間央行公告稱，以利率招標方式開展了
2,400億元7天期逆回購操作。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曉
菁） 日本新冠肺炎疫情好轉，
政府逐步撤銷各類商業場所停業
要求，日式彈珠機運營商 DY-
NAM JAPAN（6889）稱旗下遊
戲館將於6月恢復運營，料公司4
至6月期間將不會錄得溢利。新
上任的行政總裁坂本誠於視像會
議中表示，集團會節省成本、保
持現金流狀態以維持營運，雖難
以預測2021財年的具體財務數
據，仍會趁疫情擴張遊戲館業
務，以提升市場佔有率。
DYNAM今年派末期股息3日

圓，就去年削減了 3 日圓或
0.2157港元，行政人員勝田久男
解釋，疫情和經濟形勢都較不明

朗，公司希望保留更多現金，應
付市場風險，待情況好轉會恢復
穩定的派息政策。
集團發公告稱，4月底至5月初

旗下日式彈珠機遊戲館全部暫停
營業，4月底關閉428間日式彈珠
機遊戲館，佔集團遊戲館總數約
96%。相比正常水平，遊戲機使
用率跌至約 53%，經營收益下跌
65%。若計5月，遊戲館的日數
為正常水平約53%。遊戲機使用
率下跌至正常水平約一半，經營
收益較去年同期下跌約70%。就
目前而言，彈珠機遊戲館將於6
月恢復營運，預期經營收益將由
7月起逐步恢復，並將於10月起
回復正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 全國人大
昨通過港區國安法，美國揚言欲取消香港特
殊地位，中美緊張局勢升級。路透調查顯
示，人民幣空倉升至近八個月高位。昨日人
民幣兌美元即期CNY昨收跌至7.16，並刷
新近9個月新低。分析指，中美交惡令人民
幣承壓，三季度末下探至7.2。
早上報出的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下調185

個點子報7.1277，但仍強於市場預期，交易
員表示，全球風險偏好回升帶動美指下行，
但境內市場仍擔憂中美局勢或進一步升級，
整體情緒偏謹慎；短期人民幣料暫時持穩，
以待美國公布的措施。

三季度末或下探7.2
在岸即期人民幣(CNY)離岸CNH走勢穩

定，小幅波動，但午後齊齊升逾百點，其中
CNY升126點高見7.1531，但之後再走低，

官方收盤價報 7.16 ，為近九個月低位，較上
日下跌0.07%。
CNH早盤反彈近150點子錄7.1688，為全

日最高。至昨晚 9時 33 分，離岸人民幣
(CNH)報7.1592。有中資行交易員認為，港
區國安法表決通過在預期之內，故市場反應
不大。
不過午後在岸CNY和離岸CNH雙雙拉升

百餘點，市場普遍認為短期內人民幣將承受
更多貶值壓力，料CNH三季度將下探7.2。
昨日隔夜美元反彈，人民幣兌美元即期
CNY=CFXS昨收跌至7.16，並刷新近9個月
新低，外匯局公布的中間價跌 185 點報
7.1277。
路透引述分析員指，中間價仍強於預期，

表明監管機構仍不希望人民幣對政策因素過
度反應，不過風險逆轉指標繼續上行，人民
幣貶值壓力漸升。

有交易員表示，最近美元處於調整期，短
期人民幣可稍微喘口氣，以待美國公布的措
施。一旦這些措施威脅到實際貿易和投資，
人民幣或大幅調整，後面人民幣將面臨不小
的壓力。
路透社引述瑞穗銀行亞洲首席策略師張建

泰稱，中美之間將演變為「新冷戰」及第一
階段貿易協議可能破裂的風險或令人民幣貶
超7.2元關口。

美元長期料偏弱或利人民幣
另一外資行人士認為，由於中美繼續交

惡，政治因素將在短期內成為人民幣的主要
推動力，避險操作會加劇人民幣貶值，預料
三季度末人民幣會跌至7.2。
他又稱，不過，從全球金融危機經驗看，
長期看美元會偏弱，這樣的話將有利於人民
幣。

再創紀錄 深交所單日預警四股

人幣空倉見近八個月高

疫情影響首季業務
友邦：網上投保急增

首季料無溢利
DYNAM JAPAN發盈警

■李錦榮(右）指，為了確保該CWVRB對上市申請人有一定貢獻，CWVRB持有10%的經濟利益應提
高上限至30%，並要在申請人上市前積極參與業務增至至少3個財年。 資料圖片

■A股指漲跌互現，滬綜指報2,846點，漲9
點或0.33%。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岑健
樂） 友邦香港及澳門業務策略
及財富管理總經理謝佩蘭昨於記
者會上表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響，香港很多行業都受到衝擊，
而疫情亦對公司今年首季業務有
影響。不過她表示公司的客戶廣
泛，能使公司在逆境中保持優
勢。並透露，今年2月公司旗下
網上投保平台 iShop 的銷售機遇
按年增長4倍。
談到近日虛擬保險公司加入市

場，謝佩蘭認為這能帶動整個行

業加快數碼化，而公司有多年的
營運經驗，相信公司豐富的財務
策劃經驗，能使公司在市場競爭
中保持優勢。
另一方面，友邦香港昨宣布推

出「AIA唯一摯保 ─ 癌症及嚴
重傳染病保障」。受保障範圍包
括癌症及原位癌。此項保障透過
九宮格理賠概念和 4個計分步
驟，按醫療程序嚴重程度作評
估，計算出賠償金額。若受保人
被評估為最嚴重的情況，賠償最
高可達160%保額。

本疊內容：財經新聞 文匯馬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