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濠賭股昨日升幅顯著
股份

澳博控股(0880)

永利澳門(1128)

世紀娛樂(0959)

銀河娛樂(0027)

金沙中國(1928)

美高梅(2282)

匯彩控股(1180)

收市價(元)
9.5

14.3

0.051

53.95

32.35

9.96

0.96

升幅(%)
11.4

6.6

6.3

6.1

5

4.8

4.4

■■中美關係進一步緊張中美關係進一步緊張，，加加
上香港疫情繼續擴散上香港疫情繼續擴散，，港股港股
昨收跌昨收跌294294點點。。 中新社中新社

大漲小回 分析：新經濟股調整可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美國玩弄
南海議題，中國也因美國對台售武而宣布制
裁軍火商洛歇馬丁，另一方面，美國又擬撤
銷與中國的交換審計文件協議，試圖打擊在
美上市中資股。中美關係進一步繃緊之際，
香港疫情繼續擴散，港股昨隨A股回吐，收
跌294點。近期鑊氣十足的新經濟股，回吐
幅度也較大。

中美關係繃緊 港股回吐
內憂外患下，港股昨日顯著下調，最多
曾跌逾517點，低見25,254點。午後A股跌
幅大為收窄，恒指全日跌幅也減至294點，
收報 25,477 點，但仍失守 10 天線（約
25,655點），大市成交略增至1,794億元。
藍籌股普遍下跌，新經濟股回調更顯著，阿
里巴巴（9988）及京東（9618）收市跌逾
半成，美團（3690）最多曾跌近一成，收
市跌幅收窄至 4.3%，但仍失卻 200元大
關，僅報197.1元。騰訊（0700）跌近3%
收報525元，獨力拖低恒指約89點。
艾德證券期貨聯席董事陳政深表示，大

市回調是技術性整固，雖然市場目前壞消

息頗多，尤其是中美摩擦的情況「日新月
異」，但市場資金仍充裕，資金在尋找投
資出路下，即使大市偶有回調，只要技術
支持未跌破，也只是為投資者提供「低
撈」的機會。他認為，新經濟股可以趁低
吸納，相信騰訊、美團在20天線左右會有
一定支持。

澳門開閘 濠賭股彈起
縱觀大市，表現最亮麗的當屬濠賭股

（見表），受惠澳門昨天起，內地所有城市
居民訪澳，不需再被隔離14天，該板塊全
線應聲急彈，銀娛（0027）大升 6.1%報
53.95元，是升幅最大藍籌。金沙（1928）
亦漲逾半成，澳博（0880）更急彈11.4%。
百濟神州（6160）日前公布折讓配股集
資160億元，昨日股價再破頂，全日大漲
12.7%收137元，創收市新高。另外，長和
（0001）歐洲無線塔業務的少數股權，傳
獲西班牙Cellnex Telecom SA初步洽購，
若交易達成，這部分資產的估值可能達100
億歐元（約879億港元），長和升1.9%，
報51.7元。

獲利回吐 A股外資淨流出150億創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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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擬毀中美審計協議
闢金融戰打擊中概股 逼令停牌退市

最新及計劃中的措施
◆美參議院7月3日通過懲罰與實施香港國安法的中國官員及

與他們有業務往來的銀行

◆禁止部分中企進入美國資本市場

● 7月14日外電報道，特朗普政府計劃取消美國和中國審計
當局之間的2013年協議，進一步壓制在美國上市的中國企業

●美共和黨參議員魯比奧(Marco Rubio)7月1日表示，在未
來幾周提出一項立法議案，禁止「某些」中國公司在美國資
本市場運營及使用美國的金融體系

◆威脅跨國公司取消香港總部

●美國商務部部長羅斯(Wilbur Ross)7月1日表示，所有將
亞洲總部設在香港的企業，都很有可能重新考慮香港是否仍
像過去一樣是總部所在地的有利選擇

◆威脅美企減少在中國投資

●美國國會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USCC)7月1日公布
報告，指自2000年以來美國跨國企業在中國的「大規模擴
張」，可能威脅到美國產業競爭力和長期技術領先地位

美國之前採取的措施
◆今年6月30日，美國開始取消根據美國法律給予香港的特殊

地位，停止對香港的國防出口，並限制香港獲取先進技術

◆今年5月，阻止美國聯邦退休基金管理者允許一個400億美
元基金跟蹤一個包括有中國企業的指數的計劃

◆今年5月，納斯達克收緊IPO規模和維持上市地位的限制，以
及會計審計標準，此舉將使一些中國企業更難在納斯達克上市

資料來源：路透社、彭博

路透昨引述一名美國國務院資深官員表示，美國即將終止
中美交換審計協議。另一位美國政府官員亦承認，美方

正在考慮終止有關協議，又指政府內部曾作出討論，但目前不
清楚美國政府何時終止協議，不過報道提到如果任何一方要終
止協議需要提前30日通知對方。

外電指華府內部曾作討論
中美在2013年簽署交換審計協議，有關協議容許美國上市
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PCAOB）可向中國相關部門索取在美
上市中資公司的會計底稿，不過協議落地多年以來，PCAOB
一直聲稱中方沒有披露足夠資訊，令美國監管機構無法洞悉在
美上市中資企業的審計情況，變相難以監督這些中國企業。而
中國今年3月進一步收緊規定，除非獲得中證監批准，否則禁
止任何個體與海外監管機構共享與證券相關文件。
美國國務院副國務卿Keith Krach早前聲稱，在協議下中國
缺乏透明度，令在美上市的中國企業變成一個國家安全問題，
因此美國希望盡快退出協議，又指美國無法繼續置美股於風險
之中，令美國企業處於不利地位，同時亦不希望美國的金融市
場優勢受到侵蝕。

禁止股份在美證交所買賣
如果美國終止中美交換審計協議，美國監管機構將不承認中
概股的財務報表，並禁止相關公司在美國證券交易所買賣，中
概股則只能停牌或由美國退市。
隨着中美關係惡化，加上有「中國星巴克」之稱的瑞幸咖啡
早前財務造假而引起導火線，美國參議院5月通過《外國公司
問責法案》，內容指倘若外國企業無法證明其不受外國政府擁
有或控制，又或PCAOB連續3年無法對該公司進行審計查
核，可遭禁止交易，目前法案仍有待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
除了股市外，美國早前亦傳出將推出多項措施制裁中國，甚
至一度傳出考慮削弱港元聯匯制度，以打擊香港作為國際金融
中心為中國帶來的好處，不過彭博引述消息指有關建議並未得
到華府內部太多支持，料美國最終將放棄實施有關建議。

大摩唱好港交所睇430元
雖然美國有意再出手打壓中概股，不過市場預期中概股回

流在港上市速度料將加快下，不少分析都看好港交所。摩根
士丹利發表報告，將港交所目標價上調至430元，同時維持
該股的增持評級。大摩認為，受惠於中國經濟的復甦，料將
吸引全球更多資金湧入，加上各種互聯互通機制及即將推出
的跨境理財通，料將有更多內地資金流入香港，對港交所的
收益及估值有利。
雖獲大摩祝福，但港交所昨隨大市回吐，收報355.8元，跌

1.5%。

晨星：企業對港金融市場仍具信心6新股今掛牌
祖龍暗盤賺6180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新股市場活
躍，今日有6隻新股掛牌，當中騰訊（0700）有
份投資的移動遊戲開發商祖龍娛樂（9990）超額
認購最多，超購逾122倍。該股昨於富途暗盤曾
升72%至20元，收報17.78元，較招股價11.6元
升53%，一手1,000股賬面賺6,180元。祖龍娛樂
一手中籤率20%，認購20手才穩獲1手，並接獲
35張「頂頭槌飛」。
內地生產系統綜合服務供應商中科天元
（1156）暗盤表現飄忽，在各暗盤交易場交易價
相差甚遠，在富途暗盤較招股價0.98元最多升4.9
倍，收報 1.94 元，升 98%，一手賬面賺 3,840
元；在輝立交易場，該股高見 1.78 元，升
81.6%，之後回落，收報0.98元，無升跌。
華夏視聽（1981）、新娛科控股（6933）的暗盤

價亦錄得升幅。華夏視聽於富途暗盤較招股價3.1元
高34.5%，收報4.17元，一手1,000股賬面賺1,070
元。新娛科於富途暗盤較招股價1.63元高14.11%，
收報1.86元，一手2,000股賬面賺460元。

港龍地產大山教育潛水
不過，亦有兩隻新股「潛水」，包括公開發售認

購不足的港龍中國地產（6968），該股為近4個月
以來唯一一隻認購不足的新股，於富途暗盤較招股
價3.93元低3.1%，收報3.81元，一手1,000股賬面
蝕120元；於輝立暗盤收報3.77元，跌4%；於耀才
暗盤收報3.8元，跌3.3%。另一隻為大山教育
（9986），於富途暗盤較招股價1.25元低6.4%，收
報1.17元，一手2,000股賬面蝕160元；於輝立收報
1.2元跌4%；於耀才暗盤報1.25元，無升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香
港國安法已經實施。對此，晨星亞
洲股票研究總監陳麗子昨表示，早
前未有詳細法律條文前，市場曾出
現不確定性，但如今市場上的部分
憂慮可能已經消散。此外，她表示
近日香港新股市場仍然活躍，可見
現階段企業對香港金融市場運作依
然有信心，並認為擔憂爆發新一波
疫情，以及經濟復甦情況會因而受
挫，或是造成香港股市近日波動的
原因。
陳麗子續指，亞洲股市近日表現

大致良好，原因之一是內地新冠肺
炎疫情率先受控，改善企業盈利前
景，加上政府推出財政刺激政策，
推動經濟復甦。惟她表示，投資者
仍然需要警惕環球爆發第二波疫情

的風險。該行預期疫情帶來的短期
嚴峻形勢將持續至今年年底，但維
持對長期經濟影響輕微的看法。目
前的財政政策支持和寬鬆貨幣政策
在中期對股市有支持作用。然而，
資本市場預計將繼續維持波動，走
勢取決於新冠肺炎疫情風險和經濟
復甦步伐。

宜審慎投資科技醫藥股
陳麗子昨表示，投資者應考慮資

產負債表強勁、流動性較佳的公
司，在估值較低時候吸納。其
中，她認為，受惠於疫情使民眾
留家，科技股在上季有良好升
幅，但經過一輪上升後，再大升
的空間有限，因此對投資相關行
業的股份時，需要更為小心謹

慎。此外，她認為不少醫藥及健
康護理相關股份，特別是在香港
和內地掛牌的股份，估值已經偏
高， 因為相關醫藥公司研發新冠
肺炎疫苗及藥物，最後可能只佔
公司盈利5%至10%。因此在投資
相關板塊時，需要更為審慎。
另外，晨星股票分析員蘇汝哲昨

表示，航空公司的盈利預料在2023
年前，難以回復到去年水平，而行
業復甦情況亦非常取決於疫情發
展。他續指，內地航空業在今年6
月仍然錄得虧損，因此對行業看法
審慎，又預期今年下半年行業或會
持續錄得虧損。至於香港樓市方
面，晨星高級股票分析員胡啟泰認
為，低利率支持香港住宅樓價表
現。

美國玩弄南海議題美國玩弄南海議題，，中美緊張關係升級中美緊張關係升級，，金融戰一觸即金融戰一觸即

發發。。外媒昨報道稱外媒昨報道稱，，特朗普政府計劃終止已實施特朗普政府計劃終止已實施77年的中美年的中美

交換審計協議交換審計協議，，市場認為有關做法或預示美國將對在當地上市場認為有關做法或預示美國將對在當地上

市的中資股進行更廣泛打壓市的中資股進行更廣泛打壓，，目的是逼令中概股停牌及退目的是逼令中概股停牌及退

市市，，或導致更多中概股回流到港上市或導致更多中概股回流到港上市。。摩根士丹利則發表報摩根士丹利則發表報

告唱好港交所告唱好港交所（（03880388）。）。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馬翠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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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消息指特朗普計劃終止中美交換審計協消息指特朗普計劃終止中美交換審計協

議議，，並禁止在美上市中資企業在美國證券交並禁止在美上市中資企業在美國證券交
易所買賣易所買賣。。 路透社路透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A股近期牛氣沖天，內
地出口轉正不敵中美關係緊張，A
股昨遭遇外資獲利回吐，互聯互
通北向資金大幅淨流出150億元
（人民幣，下同）創新高，滬深
指數集體走弱，滬綜指低收0.83%
或28點，收報3,414點。深成指與
創業板指跌超過1%。兩市共成交
1.7萬億元，是連續第7個交易日
突破1.5萬億元。
6 月份內地進出口同比增長

5.1%，其中出口增長4.3%，自4
月起已經連續三個月保持正增
長；進口增長6.2%。上半年，
內地外貿總值同比下降3.2%，
降幅比前5個月收窄1.7個百分
點。不過，出口數據並未對大市
形成支撐。A股前期升勢猛烈，
已累積不小回調壓力；加上隔夜
美股市場，特斯拉突遭空軍襲
擊，致A股新能源汽車板塊熄
火，前日還漲停的寧德時代，昨
日大幅低開逾4%；遭遇大股東

減持的免稅龍頭王府井，亦被猛
烈拋售，一眾前期熱門概念股紛
紛「大失水準」，為狂熱的市場
潑了盆冷水。
中金公司分析，本輪市場上漲

到目前仍具有基本面支持，但考
慮到市場情緒高漲、日換手率達
到5%以上的歷史警戒水平，亦表
明短期市場波動可能加大，之後
需要密切關注一些積極因素是否
會進一步強化樂觀預期，推動資
金入市。

■■特斯拉遭受空軍襲擊特斯拉遭受空軍襲擊，，使使AA股新能源汽車板股新能源汽車板
塊熄火塊熄火。。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