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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內地
個人護理電器OEM/ODM服務供應商
科利實業控股（1455），將於今日掛牌
上市。該股早前公布招股結果，公開發
售部分超額認購約6.7倍，以每股0.4元
定價，集資淨額約為6,670萬元，一手
中籤率30%，抽18手（90,000股）方可穩
獲1手。
暗盤價方面，該股於富途暗盤交易場

表現亮麗，曾一度高見1.8元，較招股
價0.4元，大升1.4元或3.5倍，若當時
沽出，以一手5,000股計算，投資者一
手賬面賺7,000元（不計手續費）。至
於輝立交易場的數據則顯示，科利實業
控股昨收報 0.81 元 ，升 0.41 元 或
102.5%，以一手5,000股計算，投資者
一手賬面獲利 2,050 元（不計手續
費）。

樂享互動孖展超購518倍
此外，內地效果類自媒體營銷服務提

供商樂享互動（6988），以及內地多品
牌連鎖酒店集團華住酒店（1179）的孖
展情況方面，綜合多家券商數據顯示，
樂享互動孖展錄得907.6億元，相當於
超額認購約518倍。其中，耀才借出近
207億元，輝立借出227億元，信誠借出
110億元。至於華住酒店孖展錄得2.08
億元，尚未錄得足額認購。
另外，市場消息指，嘉和生物藥業
昨日起進行投資者路演，計劃集資3億
美元（約23.4億港元），將於本月下
旬招股，並於下月初掛牌，聯席保薦
人為高盛、摩根大通及傑富瑞。

明源雲招股 16666元入場
至於內房軟件解決方案提供商明源雲

（0909）今日起至周五公開招股，發行
約3.742億股，招股價介乎每股15元至
16.5元，集資最多逾61.7億元。以每手
1,000股計算，入場費約為16,666.3元，
股份將於下周五於港交所主板掛牌。中
金公司及花旗為聯席保薦人。

6基投共認購逾21億元
該公司引入6名基石投資者，共認購

2.76億美元（約21.5億港元）股份。其
中，高瓴資本認購8,600萬美元；新加
坡政府投資公司（GIC）認購5,000萬美
元；中國結構調整基金認購5,000萬美
元；紅杉資本認購3,000萬美元；貝萊
德基金認購3,000萬美元；富達基金認
購3,000萬美元。
明源雲集資所得的30%將於未來1至5

年內進一步升級及增強現有SaaS產品的
功能及特性；20%用於未來1至5年內加
強尖端技術；10%用於未來1至3年內進
一步升級及增強雲端ERP解決方案的功
能及特性；10%用於未來1至3年內提高
銷售及營銷能力並提升在中國房地產市
場參與者中的品牌聲譽；20%用作選擇
性地尋求戰略投資及收購；10%作營運
資金及一般企業用途。
另一方面，內地虛擬產品及服務平台

福祿控股（2101）已經截止招股，市場
消息指，福祿控股擬於上限 8.9 元定
價。該股公開發售部分超額認購逾1,200
倍，凍資超過1,068億。

央行：金控公司需領牌
填補監管漏洞 新規覆蓋螞蟻集團

科利暗盤曾飆3.5倍
一手最多賺7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
道) A股昨日延續反彈，監管機構批准
了科創板首批上市交易基金（ETF），
科技板塊大幅走強，低價股狀態回勇，
創業板指收漲1.42%。但整體而言，盤
中仍然反覆震盪，多空力量膠着。
截至收市，滬綜指報3,278點，漲18

點或0.57%；深成指報13,021點，漲79
點或0.61%；創業板指報2,572點，漲35
點或1.42%。兩市共成交7,694億元（人
民幣，下同），其中滬市僅成交2,692
億元。
第三代半導體板塊暴漲9%，聚燦光

電、揚傑科技、乾照廣電漲20%。另外，
在線旅遊、環保工程、光刻膠、共享經
濟、稀土永磁等板塊也整體升約4%。保
險、雞肉概念、珠寶首飾、煤炭、豬肉概
念等板塊拖累大市，跌幅居前。
瑞銀投資研究部中國策略主管劉鳴鏑

在最新發布報告中指，在流動性寬鬆已
達邊際高點，而中期業績呈現出企業盈
利增長有所反彈的背景下，中國股市的
盤整將持續至10月。
從兩融數據來看，據證券時報數據寶

統計，截至9月14日，滬深兩融餘額為
14,843.98億元，較上一日減少19.69億
元，其中融資餘額14,113.12億元，較上
一日減少31.44億元。

兩融餘額連續6日縮水
值得注意的是，這已經是兩融餘額連

續6個交易日持續縮水，創14個月以來
最長連降紀錄，期間兩融餘額合計減少
253.14億元，近七成標的股融資餘額下
滑。
人行連續兩日在市場回收資金，昨日
開展800億元的七天期逆回購操作，中
標利率維持於2.2厘不變。由於公開市
場有1,000億元逆回購操作到期，昨日
資金淨回籠200億元。不過市場估計，
本周央行有望超額續作MLF，淨投放量
在2,000億至4,000億元左右。

穆迪確認中國「A1」評級
另外，穆迪確認中國的「A1」評級，

維持展望「穩定」。穆迪投資又指出，
受其測評的中國國企的槓桿率2021年將
改善，債務增長仍將溫和。

香港文匯報訊 此前被內地監管機構接管
的安邦保險集團公司昨晚發布公告稱，集
團公司昨召開股東大會，會議決議解散公
司，並成立清算組（籌），下一步公司將

按照法律法規向中國銀保監會申請解散，
在取得相關行政許可後及時組織清算。
2018年2月23日，原中國保監會發布公

告，鑒於安邦集團存在違反保險法規定的

經營行為，可能嚴重危及公司償付能力，
決定對安邦集團實施接管，接管期限一
年。2019年2月22日，中國銀保監會決定
將安邦集團接管期限延長一年。
中國銀保監會今年2月22日公告稱，從
安邦保險集團拆分新設的大家保險集團有
限責任公司已基本具備正常經營能力，銀
保監會依法結束對安邦集團的接管。

安邦集團決議解散並設清算組

人民銀行副行長潘功勝昨出席國新辦政策吹風會時

表示，包括螞蟻集團等在內的數家企業，屬於具有金

融控股公司特徵的企業。對金融控股公司實施市場准

入管理，非金融企業投資控股兩類或兩類以上的金融

機構，須向人行提出申請，經批准後取得金融控股公

司許可證。並強調，內地金融業堅持分業經營、分業

監管的格局不變，要求「金融控股公司開展股權投資

與管理，自身不直接從事商業性金融活動，由控股的

金融機構來開展具體金融業務，分業經營，相互獨

立，建立風險防火牆。」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潘功勝稱，未來對金融控股公司實施市場准入管
理，並繼續實施金融業的總體分業經營。 中新社

國務院於13日晚發布《關於實施金融控
股公司准入管理的決定》，央行官網

也同時發布《金融控股公司監督管理試行
辦法》，細化了《准入決定》中金融控股
公司准入的條件和程序。對金融控股公司
的規管自2020年11月1日起施行。
潘功勝昨日說，當前一些大型金融機構
開展跨業投資，形成金融集團；還有部分
非金融企業投資控股多家多類金融機構，
形成一批具有金融控股公司特徵的企業，
包括中信、光大、招商局集團，地方背景
的如上海國際集團、北京金控，還有民營
企業和互聯網企業，像螞蟻金服等。但是
金融控股公司一直沒有作為整體納入監
管，監管存在空白和亂象。
「小部分非金融企業向金融業盲目擴
張，組織架構複雜、隱匿股權架構，交叉
持股、循環注資、虛假注資，還有少數股
東干預金融機構的經營，利用關聯交易隱
蔽輸送利益、套取金融機構資金等等。比
如說明天系、華信系、安邦系等。」
潘功勝說，未來對金融控股公司實施市
場准入管理，並繼續實施金融業的總體分

業經營。金融控股公司進行統一的股權投
資與管理，其控股的金融機構經營具體金
融業務，堅持分業經營。人民銀行從宏觀
審慎管理的角度，對金融控股公司實施整
體監管，明確股東資質、資本管理、公司
治理、關聯交易、風險隔離等標準。金融
管理部門按照職責分工，對金融控股公司
所控股金融機構實施分業監管。

分業經營分業監管格局不變
此前有消息稱商業銀行或可試點控股或

者設立證券公司，潘功勝對此強調，中國
金融業實行以分業經營、分業監管為主的
架構。「這種格局是在長期實踐中探索形
成的，符合我國經濟金融發展的現狀，應
當予以堅持。」
近年監管機構先後整頓了安邦、華信、
明天系等金融控股集團，潘功勝表示，安
邦系和華信系的處置工作基本完成，明天
系處置工作還在過程中。
此次文件設置監管過渡期，要求已具備

設立情形且擬申請設立金控公司的，應在
《辦法》實施後一年內向央行提出申請；

若逾期未申請，應採取轉讓所控股金融機
構的股權或轉移實際控制權等措施。

數字人民幣按現金進行管理
另外，內地數字人民幣研發穩步推進，
央行副行長范一飛最新撰文表示，數字人
民幣主要定位於流通中現金（M0)，其發行
和流通要按照現金進行規範管理，不計付
利息，央行也不對兌換流通等服務收費，
按照現行法律法規要求，可由指定商業銀
行向公眾提供數字人民幣的兌換服務，非
銀行支付機構則不行。
范一飛表示，數字人民幣應堅持央行中

心化管理，為此必須做到四點：一是統籌
管理數字人民幣額度；二是統籌管理數字
人民幣信息，對數字人民幣的兌換、流通
進行記錄和監測分析，完善數字時代的中
央銀行發行制度；三是統籌管理數字人民
幣錢包；四是統籌建設數字人民幣發行基
礎設施，實現跨運營機構互聯互通，確保
數字人民幣流通穩定有序。他強調，數字
人民幣要遵守大額現金管理及反洗錢、反
恐融資等法律法規。

A股續反彈 科技板塊走強

小米高層減持 套現最多80億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外電昨引

述銷售文件，小米(1810)副董事長林斌，擬
以每股22.55元至22.85元減持3.5億股小
米，套現最多80億元。減持的作價較昨日
小米收市價23.55元有3%-4.2%的折讓，高
盛為獨家賬簿管理人。林斌並承諾，5年內
不再出售小米股份。林斌今次減持的股份
佔小米股份總數約1.5%。林斌去年8月也
曾連日減持小米，套現約3.7億元，他當時
曾承諾，1年內不再減持小米。
小米今年股價走勢矚目，年內股價倍
升，至今已累升1.2倍，單是1個月的升幅
已達53.5%。該股昨日收報23.55元，升
1.3%，成交30億元。美銀證券的報告指，
受智能手機銷售量增長帶動，小米的內地
互聯網銷售增長，有望在2021年至2022
年，加快至介乎30%-40%，重申其「買
入」評級。
美林稱，小米在內地市場份額由次季的
10%，提升至8月底的11%-12%，管理層亦
對下半年市場前景感樂觀，預期在華為禁

令下，小米有望在華為手中獲得約
20%-30%銷量，這將使其在2021年-2022年
出貨量有望翻倍增至約7,000萬-8,000萬
部。故將小米2021年至2022年經調整盈測
上調各5%，目標價由22元上調至26元。

科指升近2% 跑贏大市
港股連升兩日，恒指昨再升 136 點報
24,640點，大市成交998億元；恒生科指跑
贏大市，報7,317點，升139點或1.94%。
國指收升0.6%報9,806點，騰訊(0700)一度
升逾4%，收市仍升2.6%報529.5元。
市場焦點為新iPhone推出在即，手機股

向好，舜宇(2382)大升4.6%，瑞聲(2018)升
2.5%。中資電訊股升幅擴大，聯通(0762)升
5.4%，是升幅最大藍籌；中移動(0941)升
1.2%。恒生科指成股中，恒騰(0136)最突
出，主因為該股上周五證實獲初步洽購，
昨天再炒高29%，比亞迪電子(0285)亦升逾
半成。
恒生科技指數推出僅1個月，南方東英、

華夏香港、恒生投資3家ETF發行商已於8
月底至9月初推出指數掛鈎的ETF，而貝萊
德也加入戰團，令追蹤恒生科指的ETF將增
至4家，較直接追蹤恒指的ETF產品更多。

新科指ETF將周四登場
「iShare安碩恒生科技ETF(3067)」將於

周四登場，目前4家恒生科指ETF的入場
費，都介乎1,500元至2,000元，資產規模
就以最先上市的南方恒生科技(3033)最高，
規模已逾40億元。

■■港股連升兩日港股連升兩日，，昨成昨成
交交998998億元億元。。 中新社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 人民銀行和住建部8月20日聯合召集重點房地
產企業座談會，形成重點房地產企業資金監測和融資管理規則，
通過三道負債率相關的紅線將房企分為四檔進行監管。央行副行
長潘功勝昨日表示，建立重點房地產企業資金監測和融資管理規
則的目的，在於增強房地產企業融資管理的市場化、規則化、透
明化；下一步將會同住建部等部門跟蹤評估執行情況，不斷完善
規則，穩步擴大適用範圍。
他並指出，新規在微觀上有利於企業形成穩定的經營政策預

期，矯正一些企業盲目擴張的經營行為；宏觀上有利於防範化解
風險，促進房地產市場持續平穩發展。目前整體來看，新規平穩
起步，社會反響正面積極。

8月末銀行業不良率升至2.14%
另外，中國銀保監會統信部二級巡視員劉忠瑞昨日在新聞發布
會上表示，8月末中國銀行業不良貸款餘額為3.7萬億元(人民
幣，下同)，較年初增加5,041億元；不良貸款率為2.14%，較年
初上升0.11個百分點。
他並指出，信託同業通道、同業理財、同業特定目的載體等影

子銀行業務還在繼續壓減；非信貸資產開始計提資本和撥備，影
子銀行資本不足的問題也有所緩解。
銀行檢查局副局長朱彤則表示，當前資金面相對寬鬆的背景

下，高風險影子銀行有可能死灰復燃、粗放經營盲目擴張有可能
捲土重來。只有堅持不懈整治亂象，壓降高風險影子銀行資產，
依法嚴厲打擊資金空轉和違規流入限控領域，才能把金融資源更
多配置到經濟社會發展的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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