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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股多名投資者籌 40 億 明年上半年試產

「雙馬」入股恒大汽車

中 國 恒 大 (3333) 旗 下 新 能 源 車 業 務 恒 大 汽 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人民幣兌美元即期(CNY)與
離岸價昨日齊齊升破 6.8 關口。CNY 昨日官方收盤大漲 460 點至
6.7775；與中間價(6.8222)均刷新逾 16 個月新高。有分析指稱，人民
幣料延續震盪走升，或見 6.75。至昨晚 10 時 29 分，人民幣兌美元離
岸價報6.7807。
外匯交易員指，新冠疫苗研發進展樂觀令美元再度承壓，再加上中
國經濟數據好於預期，均助長人民幣做多情緒。昨天國家統計局最新
公布的工業、投資和消費數據均超預期並創下年內高點，其中工業已
接近去年均值水平，消費增速則為年內首度轉正，顯示在政策支持、
疫情受控、外需持穩之下，中國經濟恢復已上正軌。路透社引述三菱
日聯金融集團(MUFG)外匯分析師 Lee Hardman 說，最新的月度經濟
活動數據鼓舞人心，讓人相信中國的正面景氣動能將在今年餘下時間
持續下去，而且對亞洲貨幣和澳元等商品相關貨幣來說是利好進展。
瑞穗銀行亞洲首席策略師張建泰稱，市場對中美緊張局勢的擔憂有
所緩解，將注意力轉向了經濟基本面。儘管美國大選的不確定性將會
加劇人民幣波動，仍看好人民幣將進一步升向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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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8)昨公布，以折讓兩成的價格配售新股予不
少於 6 名承配人，當中包括騰訊(0700)、紅杉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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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雲峰基金及滴滴出行等名牌投資者，籌集約
40 億元資金。其中雲峰基金的發起人之一為阿里
巴巴(9988)創辦人馬雲持有，即是馬化騰和馬雲



 


兩位財金界猛人同時入股恒大汽車。不過，雖然




獲「雙馬」入股，恒大汽車昨收市仍大跌
11.5%，報 25.05 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告顯示，恒大汽車按每股 22.65 元，
公即較周一收市價
28.3 元折讓兩成的價

格，配售 1.7658 億股新股，相當於經擴大
後 約 2% 的 股 份 。 恒 大 汽 車 昨 收 報 25.05
元，跌 11.5%。雖然恒大汽車下跌，但母公
司中國恒大則炒高8.1%報17.38元。

恒大持股將攤薄至 73.5%
恒大汽車表示，今次配股集資所得款項
淨額，擬用作一般企業用途。配售完成
後，恒大於恒大汽車的持股，將由 74.99%
攤薄至 73.5%。恒大汽車前稱恒大健康，今

年 8 月才改名。該公司在中期業績報告中指
出，其「恒馳」品牌汽車在上海和廣州的
生產基地，本月已具備試產條件，首期規
劃產能為 20 萬輛，並計劃明年上半年試
產，力爭明年下半年量產。
港股方面，大市昨日先跌後升，是連升
第 3 日，主要因內地公布 8 月份經濟數據穩
健，加上友邦(1299)造好，帶動恒指升 92 點
報24,732點，成交增至1,159.36億元。恒指
重上 100 天線(24,674 點)之上，恒生科指也
彈0.4%報7,348點。

遭高層減持 小米急挫 5%

■ 港股連升 3 日 ， 昨成交
增至1
增至
1,159
159億元
億元。
。 中通社

藍籌新貴小米(1810)遭
副董事長減持 3.5 億股 B
股，套現 79 億元，使小
米 股 價 挫 5.1% 報 22.35
元，是表現最差藍籌，
亦跌穿副董事長林斌減
持的作價 22.55 元。另一
隻藍籌新貴藥明(2269)獲
大和唱好，首予買入評
級 ， 目 標 價 調 升 至 300
元。大和估計，藥明有
望受惠於疫苗短缺，故









看好該股後市，藥明即升炒高 3.4%，以
全日最高位收市，收報 193.4 元，以大和
的目標價而言，藥明還有逾五成的潛在升
幅。

滙控捱沽 股價創逾 11 年低
英國「脫歐」仍有變數，前景未明下，
滙控(0005)繼續捱沽，股價再創逾 11 年新
低，收報 32.05 元，再跌 0.5%。另外，保誠
(2378)、渣打(2888)及長建(1038)等英國業務
佔頗大比重的股份，昨日也全數報跌。
汽車股普遍造好，比亞迪(1211)被炒高，
主要因比亞迪確認代工iPad新產品，加上比
亞迪將向平治母公司戴姆勒供應電池，使比
亞迪股價曾創 98.8 元新高，收市大升 12.6%
報97.3元，距離成為「紅底股」相當接近，
比亞迪電子(0285)則升1%報40.4元。

富力地產配股籌 25 億還債
另外，富力地產(2777)計劃向不少於六名
承配人配售2.57億股H股，佔擴大後H股總
數近 16.63%，已發行股份總數 6.9%，每股
配售價9.82元，較昨日收市價9.95元折讓約
1.3%。集資淨額 24.98 億元，將用於償還公
司的境外債務性融資。

資金湧港打新 金管局接錢31億
表現亮麗，
該股昨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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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實業控股
昨最終收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IPO 熱潮 1.32元，大升0.92元或230%，以一手5,000
持續，資金湧港打新，令港匯持續偏強， 股計算，投資者一手賬面獲利 4,600 元（不
觸發 7.75 兌 1 美元強方兌換保證，令金管局 計手續費）。
昨日需要承接美元沽盤，並且在一日內兩
樂享互動孖展超購532倍
度入市。香港時間昨日清晨金管局向本港
銀行體系注入 3.88 億港元；昨日下午再度
其他新股方面，內地效果類自媒體營銷
承接美元沽盤，向市場注入 27.13 億港元； 服務提供商樂享互動（6988）昨日截止認
兩次入市共約注資 31 億港元。香港銀行體 購。綜合多家券商數據顯示，樂享互動錄
系總結餘將於本周四增至 2,094.13 億港元， 得約 930 億元孖展，相當於超額認購約 532
是近3年新高。
倍；其中輝立借出 227 億元、耀才借出 207
億元、信誠借出130億元。
科利首掛飆2.3倍 一手賺4600元
另外，香港模板工程分包商天任集團
內地個人護理電器 OEM/ODM 服務供應 （1429）昨日起至周五公開招股，發行 4 億
商科利實業控股（1455）昨日掛牌上市， 股，其中 10%在港公開發售，招股價介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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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經濟穩步復甦 人幣續看漲

■ 馬化騰（左）
、馬雲(右)兩位
財金界猛人同時入股恒大汽
車。

每股 0.35 至 0.44 元，集資最多 1.76 億元。
以 每 手 8,000 股 計 算 ， 入 場 費 約 為 3,555
元，股份將於 9 月 29 日於港交所主板掛
牌。同人融資為獨家保薦人。

A 股續造好 滬指逼 3300

中國經濟穩步復甦也帶動 A 股續造好。上證綜指昨收漲 0.51%報
3,295 點，距離 3,300 點僅一步之遙；深證成指漲 0.93%報 13,143 點，
創業板指漲 0.88%報 2,595 點。追蹤科創板 50 成份指數的首批上市交
易基金(ETF)將於下周二推出，上證科創板 50 成份指數收升 1.23 %。
滬深兩市成交額 7,255 億元（人民幣，下同），北向資金合計淨流入
33.21億元。
人民銀行昨日在公開市場開展了 6,000 億元 MLF 操作（含對 9 月 17
日 MLF 到期的續做），充分滿足了金融機構需求。野村中國區首席
經濟學家陸挺認為，經濟數據和央行的 MLF 淨投放說明，近期當局
既不會擴大寬鬆措施，也不會開始收緊寬鬆措施。

阿里新平台
「迅犀」
將登場

多個題材輪番拉升，盤面上 C2M 概念、抖音概念表現亮眼，在線
旅遊、中芯概念、量子通信等漲幅居前。阿里「新製造」平台「迅
犀」即將重磅登場，該平台是阿里在智能工廠方面的加碼，提倡「應
需而造」，C2M 概念昨日上午起便出現上漲，至收盤板塊漲幅
4.93%，賽意信息、賽摩智能、酷特智能先後封板，漲幅 20%。抖音
昨日宣布日活躍用戶突破 6 億，刺激今日頭條概念板塊漲 1.67%。跌
幅靠前的則有汽車拆解、氮化鎵、轉基因、LED、知識產權等。

星展香港料今年貸款微增

■ 張建生預計今年貸款或可錄得中低
單位數增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新冠
肺炎疫情令本港各行各業都大受影響，
銀行業貸款業務更備受關注。星展香港
董事總經理兼企業及機構銀行總監張建
生昨表示，今年初疫情爆發以來，不少
國家經濟都面對挑戰，相信隨着各國經
濟陸續恢復，料有助推動下半年貸款增
長，預計今年全年或可錄得中低單位數
增幅。不擔心會有預計不到的情況而對
銀行業務帶來太大影響。

約 2 成企業客
「還息不還本」
張建生透露，上半年因應疫情，各國
實施封城措施，而削弱貸款需求，該行
貸款亦只錄得低單位數增長，不過隨着
疫情改善，全球有望逐步解封，部分企
業下半年有貿易再融資需求，加上中資

企業境外融資需求仍存在，雖然部分收
購步伐或稍為放緩，不過他仍預期下半
年貸款持續增長，帶動全年或見中低單
位數增幅。
金管局早前聯同銀行業推出還息不還
本等中小企紓緩措施，張建生指該行至
今有約 2 成企業客戶採用相關措施，涉
資約 400 億元，佔貸款總額超過 10%，
他認為企業客戶整體信貸狀況不算太
差，又透露該行目前商業貸款實質撥備
增長不大，不過在未來經濟不會快速復
甦、過程中或有部分企業倒閉的預期
下，該行已就有關預期作充足撥備。

大灣區業務料成增長引擎
對於低息環境未來或將持續一段時
間，張建生承認低息環境對銀行業務帶
來較大影響，而該行上半年主要業務倒
退，主要受累於息差影響，該行未來冀
提高費用收入，包括加大交易產品服
務、發債及財富管理等，以彌補息差下
跌帶來影響。
張建生又指，該行近年在大灣區投放
大量資源，帶動去年大灣區業務收入增
長較非大灣區高近 1 倍。他提到，星展
中國在大灣區已具有一定規模，在大灣
區中不少城市都設有分行，而客戶群組
主要是針對龍頭企業，他有信心未來大
灣區業務將持續高速增長，成為該行業
務增長引擎。

天任籌1.8億 3555元入場
孖展認購方面，綜合多家券商數據顯
示，錄得 281 萬元孖展認講額，尚未錄得足
額認購。
以招股價範圍 0.395 港元計算，公司的集
資淨額約為 9,800 萬元。其中，約 60.8%將
用作付若干前期成本及費用，如建築材料
按金、金屬通架設備租賃成本、運輸及分
包費用，以及擬投標的未來項目所用系統
模板的鋁模板的購置成本；約 21.6%將用作
增加金屬通架設備及相關零件庫存；約 9%
將用作進一步加強人力資源；約 8.6%將用
作一般營運資金。

明源雲孖展已超購65倍
另外，內房軟件解決方案提供商明源雲
（0909）的孖展認購方面亦表現不俗，綜
合多家券商數據顯示，明源雲錄得約 412 億
元孖展，相當於超額認購約 65 倍。其中，
輝立借出 155 億元、耀才借出 110 億元。至
於華住集團（1179）昨日截止孖展。綜合
多家券商數據顯示，華住酒店孖展錄得約
1.27億元，未錄得足額認購。

「百分百擔保貸款」加碼
最多借500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為進
一步紓緩中小企資金周轉的壓力，按證
公司昨宣布，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下百
分百擔保特惠貸款的每間企業最高貸款
額，由原本 6 個月提高至 12 個月僱員薪
金及租金的總和，或由原本 400 萬元提
高至 500 萬元，以較低者為準，並將整
體信貸保證承擔額由 500億元提升至700
億元，同時特惠貸款的最長還款期由 3
年增至5年。

中銀：已批超4700宗涉逾70億
優化措施推出後，多間銀行亦發聲支持
有關措施。中銀香港工商金融部副總經理
莊芳毅表示，不少企業在目前經濟環境下

正面對經營壓力，因此該行將積極配合優
化措施。他又透露，自百分百擔保特惠貸
款推出後，該行已累計批出超過4,700宗
相關貸款，涉資超過70億元。
滙豐香港工商金融主管趙民忠表示，
該行歡迎有關優化措施，以進一步支持
香港中小企應對疫情持續所帶來的挑
戰，他透露截至 8 月份，該行已處理了
逾 4,000 宗百分百擔保特惠貸款申請。
恒生商務理財業務總監陳紹樂則表示，
自百分百擔保特惠貸款推出以來，恒生
已累計批出逾 40 億元相關貸款。
渣打香港則表示，該行會積極支持有
關優化措施，於疫情持續的情況下繼續
支援中小企業客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