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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上半年即將過去，多隻新股近日紛紛趕半年結尾班車。綜合市場消息，至少有十四隻新股於本周內招

股，單計今日已有最少7隻新股開始招股，其中以渣打為第二大股東的渤海銀行(9668)最為重磅，集資最多

143.42億元，招股價介乎4.78至4.98元，一手500股，入場費2515元；而騰訊(0700)有份投資的內地遊戲研

發商祖龍娛樂(9990)亦於今日起招股，集資最多21.7億元，招股價介乎9.8至11.6元，每手1,000股，入場費

11,716.9元。

渤海銀行今招股籌逾143億
趕半年結尾班車 十四隻新股本周大混戰

■香港文匯報記者莊程敏岑健樂

祖龍娛樂(9990)

招股期：6月30日至7月7日

招股價：介乎9.8至11.6元

入場費：11,716.9元

每手股數：1,000股

發行股數：1.87億股

集資額：最多21.7億

掛牌：7月15日

獨家保薦人：中金

山東鳳祥(9977)

6月30日至7月7日

介乎3.33元至5.1元

5,151.39元

1,000股

3.55億股

18.1億元

7月16日

獨家保薦人：西證國際

渤海銀行(9668）

6月30日至7月9日

介乎4.78元至4.98元

2,515元

500股

28.8億股

最多143.4億元

7月16日

建銀、海通、農銀及中信里昂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蔡競
文） 本外貿情況轉差。政府統
計處昨公布，5月份本整體出口
和進口貨值按年跌幅擴大，由4月
份的分別下跌3.7%和6.7%，擴大
至下跌7.4%和12.3%。政府發言
人表示，環球需求不振令區內貿
易往來疲弱，新冠肺炎疫情持續
蔓延仍然是全球經濟的主要威
脅，而中美政經關係的發展亦須
關注，估計香的出口表現短期
內將繼續受壓。

歐美陷衰退 下半年出口堪憂
發言人昨表示，5月份商品出口
貨值的按年跌幅擴大至7.4%。輸
往內地出口的增長顯著減慢，輸
往許多其他主要市場的出口則繼
續錄得不同程度的跌幅。4月及5
月合計，商品出口貨值按年下跌
5.7%，較第一季 9.7%的跌幅收
窄。展望未來，本的出口表現

短期內將繼續受壓。2019冠狀病
毒病疫情在世界各地持續蔓延仍
然是全球經濟的主要威脅。中美
政經關係的發展亦須關注。
東亞銀行首席經濟師鄧世安指

出，由於歐美市場經濟出現嚴重
衰退，出口下跌是意料之中，但
跌幅較預期大，這可能因為疫情
放緩後，堆積的訂單已經消化，
所以跌幅擴大。從目前的經濟情
況來看，下半年出口不樂觀，在
某些月份甚至可能出現雙位數的
跌幅。

輸往菲國貨值按年跌逾45%
5 月份商品整體出口貨值為

3,176億元，進口貨值為3,313億
元，有形貿易逆差137億元，相等
於商品進口貨值的4.1%。
按年同月比較，輸往亞洲地區

的整體貨值按年下跌4.6%，其中
菲律賓跌45.5%，印度跌37.9%，

新加坡跌29%，韓國跌18.4%。但
輸往中國台灣和內地則分別上升
16.6%和0.3%。
亞洲以外，英國跌27.3%，美國

跌14.4%，德國跌12.9%。

進口方面，英國跌37.9%，美國
跌30.4%，內地跌13.9%，日本跌
12.5%，新加坡跌6.4%。越南則
大升69.6%，中國台灣和韓國亦分
別升6.9%和5%。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梁悅琴) 新世界昨宣布出售兩項香
非核心資產，套現共約36億元。連同是次項目出售，新世
界集團在2020財政年度至今，已賣出超過100億元的非核心
資產，並會繼續在合適時機出售非核心業務，目標金額超過
150億元。該集團最新出售的兩項香非核心資產，包括所
持有擁有上環信德中心內若干物業之公司的45%權益，以及
於 2015 年落成、位於跑馬地的服務式住宅 Eight Kwai
Fong，分別作價約 23.6億元及12.1億元，買家分別為信德
集團及本地投資者。

續物色大灣區潛力項目
新世界集團表示，其策略將集中發展長遠核心業務，並透

過出售非核心資產及業務，繼續優化公司資產及業務架構，
釋放價值及提升效益，為集團及股東爭取最佳利益。集團將
在香及大灣區繼續物色更嶄新及具潛力的發展項目，作為
長線及更有價值的投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黎梓
田） 滙豐私人銀行昨公布今年下
半年投資策略，滙豐私人銀行亞
洲區首席市場策略師范卓雲在記
者會上表示，香控制疫情成效
顯著，經濟局部重啟，當下半年
全球旅遊限制放寬時，將支持本
零售等行業。

恒指年底或上試28080點
在低基數效應以及政府大規模

救市措施下，該行預料明年本
GDP可回升4.3%。
范卓雲表示，對外貿易、消費

和商業活動急跌，該行預期香
2020年本地生產總值將下降5%，
不過香控制疫情成效良好。雖
然目前經濟活動只是局部重啟，
預計下半年經濟活動可重新展
開，且隨旅遊業復甦，在今年
經濟增長低基數效應下，而政府
的財稅刺激措施影響將於未來一

年內浮現，明年經濟增長可回升
至4.3%。
她表示，股下半年有復甦空

間。估值方面，現時市賬率低於1
倍，市盈率低於11倍，大幅跑輸
亞洲、歐、美股市，並認為後市
大幅下調空間已收窄。近月有資
金流入股，相信是中美關係惡
化，推動中概股加快回流香上
市。她相信，在政策支持及經濟
重啟下，加上股估值落後，大

跌空間有限，料恒指年底有望挑
戰28,080點。

恒指科技板塊比重料升至21%
該行又預期，在未來三年，若

11間大型中概股美國預託證券在
香陸續上市後，將會大幅改變
恒生指數的組成，其中非必需消
費品板塊估指數的比重將由6%增
至22%，科技板塊將由13%升至
21%。

滙豐私銀料港GDP明年升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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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上月出口跌幅擴大至7.4%

渤海銀行董事長李伏安昨於網上記者會
表示，與渣打一向有好的合作。近期

隨在資本市場的上市進程加快，與渣打
簽訂了戰略協議，渣打銀行作為公司的戰
略投資者，相信與股東能形成良性互動，
對公司未來國際化的發展帶來有效的推
動，在「一帶一路」沿線協同發展、人民
幣國際化、全球客戶的金融服務方面，從
國內向國際一體化提供了非常好的平台，
對於上市後的發展拓展新的領域。
對於現時市場受疫情及中美貿易爭端等
困擾，公司仍選擇來上市，李伏安指，
香是活躍及高效率的國際金融中心，來
上市是根據該行發展需要，經過認真規
劃，按自己時間表進行。
渤海銀行首席風險管理官趙志宏稱，公

司不良貸款率由2018年底的1.84%，降至
2019年年底的1.78%；2017至2019年的撥
備覆蓋率分別為 185.89%、 186.96%及
203.8%，撥貸比為3.24%、3.44%和3.6%，
反映風險控制穩健。行長屈宏志稱，新冠
疫情對該行影響有限及可控，會繼續加快
處理不良資產等，同時配合政府對企業作
出支援。

山東鳳祥今招股 5151元入場
同樣於今日起招股的還有內地第二大白

羽雞生產商山東鳳祥（9977），計劃發售
3.55億股，招股價介乎3.33至5.1元，每手
1,000股，入場費為5,151.39元，公司集資
額最多18.1億元。大山教育(9986)以每股
1.25元至1.75元招股，發售2億股，其中

10%公開發售，集資額2.5億至3.5億元，一
手2,000股，入場費3,535.27元。

傳東莞農商行港IPO籌逾70億
繼渤海銀行及威海銀行計劃來上市

後，再有內地銀行計劃來上市。市場消
息指，東莞農村商業銀行計劃集資9億至10
億美元（70.2億至78億元）。聯席保薦
人為招商、招銀、農銀及工銀。東莞農村
商業銀行總部位於東莞市。另外，內地洗
衣液品牌藍月亮亦向聯交所提交主板上市
申請，消息指其計劃來集資約10億美
元，中金公司、美銀證券及花旗擔任聯席
保薦人。截至去年底止，公司年度收入錄
得近70.5億元，按年升4.2%，純利則增長
94.9%至約10.8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莊程敏) 昨日股
下跌，不過兩隻醫療相關新股掛牌，股價
卻雙雙逆市造好。其中，康基醫療
（9997）全日收報27.6元，較招股價13.88
元大升13.72元或98.8%，以一手500股計
算，不計手續費，一手賬面賺6,860元；海
吉亞醫療（6078）昨日收報26元，較招股

價18.5元升7.5元或40.5%，以一手200股
計算，不計手續費一手賬面賺1,500元。

歐康維視孖展額近130億領跑
至於目前正在同期招股的多隻新股表

現。據耀才證券提供的孖展申請額看，暫
時以內地眼科醫藥平台公司歐康維視(1477)

率先跑出，孖展申請額暫錄得近130億元；
其次是「電子煙第一股」的全球最大電子
煙霧化設備製造商思摩爾(6969)，暫錄得近
50億元孖展；醫藥股海普瑞藥業 （9989）
今日將截止認購，暫錄得近30億；昨日開
始招股的未有盈利或收入的生物科技股永
泰生物製藥(6978)首日錄得近20億。

香港文匯報訊 評級機構標準普爾全球評級昨日確認內地評級為
A+/A-1，評級展望為穩定。標普並稱，未來幾年相較於其他中等
收入經濟體，內地可能維持高於平均的經濟增長表現，以及財政表
現改善。該行預計，隨經濟從新冠疫情衝擊中復甦，內地2021
至2023年期間的人均實質GDP年度增幅平均為5.5%。
不過同時，標普表示，內地經濟增長可能會因疫情、經濟結構改
革努力和中美緊張關係而面臨壓力。另外，標普也指出，不認為中
美關係能在可預見的未來正常化。

醫療新股逆市造好 康基醫療一手賺6860元

標普確認內地評級A+展望穩定

■多隻新股近日紛紛趕半年結尾班車，圖為海吉亞醫療昨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香港的出口表現短期內預料將繼續受壓。 資料圖片

■ 新世界以
12.1 億出售
跑馬地服務
式住宅 Eight
Kwai F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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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3隻新股招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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