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醜股大翻身 滙控勁彈近一成
平保增持惹憧憬 股價重上30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岑
健樂）再多一間虛銀開業，螞蟻集團
旗下螞蟻銀行（香港）昨正式開業，
頭炮產品包括「存款寶」活期儲蓄存

款，首2萬元活期息2.5厘，2萬以上
至50萬活期息1厘，不過50萬以上
活期息削至0.001厘，而對比其他虛
銀的活期存款產品，雖然存款利率不
及天星銀行首2萬元活期息3.6厘，
但就比眾安銀行首50萬元活期息1厘
吸引。
螞蟻銀行表示，用戶即日起下載該

行手機應用程式，憑香港永久居民身
份證，最快3分鐘便可成功開戶。而
除了存款產品外，該行短期內將與姊
妹公司AlipayHK合作，將銀行服務
與市民的衣、食、住、行、消費娛樂
等多元生活場景融合。而逾200萬Al-
ipayHK用戶可在服務推出後，可直
接透過電子錢包內的螞蟻銀行小程式

遙距開設該行賬戶。

研數字化貿易融資等服務
螞蟻銀行（香港）行政總裁王瀾昨

在短片中表示，留意到香港有很多小
微企業對網上銀行服務有一定需求，
因此該行期望透過科技服務大眾及小
微企業，並提供不受時間及地點限制
的銀行服務。該行又透露，正研究不
同方案，希望以阿里巴巴經濟體內的
電商作為第一階段中小企用戶試點，
並積極研發包括數字化貿易融資在內
的服務等，下一步更期望將服務擴展
至本港其他中小企。
目前首批8間獲發牌虛銀，有6間

已正式開業，對於多間虛銀現時提供

的活期存息都高於傳統銀行，眾安銀
行行政總裁許洛聖昨出席活動時表
示，該行無意與傳統銀行打價格戰，
又指傳統銀行與虛擬銀行成本結構不
同，主要由於虛擬銀行沒有實體分
行，而員工數目亦遠低於傳統銀行，
因此虛擬銀行有較大空間回饋客戶。

眾安銀行：用戶已超18萬
另一邊廂，許洛聖昨亦在官方網站

發公開信，指截至昨日，眾安銀行已
錄得逾18萬用戶，又指首50萬存款
活期息1厘計劃推出市場後，參與用
戶已連續 6 個月錄得雙位數增長。而
截至6月30日，該行存款總額已經超
過24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上海報道）繼
2017年登陸納斯達克之後，再鼎醫藥（9688）
昨日正式在港交所主板掛牌上市，成為首個在
香港二次上市的納斯達克生物製藥公司。再鼎
醫藥高級副總裁王翀昨在上海舉行的新聞發布
會上透露，旗下除了兩款已經在內地和港澳地
區上市的產品外，還有九款產品處於關鍵或潛
在註冊臨床研究階段，都有希望很快會上市，
其中兩項已成功向國家藥監局遞交新藥上市申
請（NDA），並獲得優先審評資格。
再鼎醫藥聚焦腫瘤、抗感染及自體免疫三大
疾病領域，公司是次全球發售約1,056.4萬股
股份（未計及行使任何超額配股權），集資淨
額約59.4億港元。昨日開市報613.5元，較發
行價562元漲9.16%，全日收漲8.54%，報610
元。不計手續費及佣金，一手50股賺2,400
元。

回港上市更接近主要市場
被問及二次上市為何沒有選擇上海科創板

時，再鼎醫藥創始人、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杜
瑩表示，從公司角度而言，自納斯達克到港交
所是比較自然的過渡，同時在香港上市亦可助
力其獲得強勁現金流。作為一間立足中國內地
的企業，她希望自納斯達克回歸祖國，能更接
近患者和主要市場，吸引更多內地投資人。
據悉，目前再鼎醫藥旗下兩款產品卵巢癌創

新藥則樂、及全球首款腫瘤電場治療產品愛普
盾已在中國內地和港澳地區上市，後者成為
15年來首個在內地獲批用於膠質母細胞瘤的
創新療法。另外，公司今年上半年有20個臨
床研究申請獲批，25個臨床研究正在計劃或
進行中，兩款內部研發產品也進入全球臨床階
段並實現了患者首次給藥。杜瑩強調，未來將
進一步擴展藥物管線，尋求加速後期臨床資產
審批和商業化、推進其他臨床或IND階段的
候選藥物完成開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上海報道）上交所科創板將迎
來「整車第一股」，據科創板上市委昨日公告，吉利汽車
(0175.HK)首發已經通過。吉利汽車擬融資金額200億元（人
民幣，下同），計劃投資於新車型產品研發項目、前瞻技術研
發項目、產業收購項目及補充流動資金。內地業內人士分析，
以吉利汽車的體量，原本完全可以登陸創業板或者主板，最終
選擇科創板，證明了其對於自身科技含量的自信，若在科創板
成功上市，應當有望成為市值高位的企業之一。
9月17日晚間，上交所曾披露吉利汽車科創板IPO首輪問詢

回覆，對於作為一家汽車公司，卻選擇在科創板上市的問題，
吉利汽車表示，汽車行業將成為融合多領域前沿技術的重要科
技創新陣地，成為眾多新技術實現產業化落地的關鍵領域，吉
利汽車具備高端裝備製造行業屬性。並透露，公司擁有大量專
利並列舉了公司在動力總成、車聯網等方面的特有技術。

QFII與RQFII規則合一
A股消息面上，中國證監會、人民銀行、國家外匯管理局發

布《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和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
(RQFII)境內證券期貨投資管理辦法》，中國證監會同步發布配
套規則。《辦法》及配套規則自2020年11月1日起施行。據悉內
容主要涉及以下方面：一是降低准入門檻，便利投資運作，將
QFII、RQFII資格和制度規則合二為一；二是穩步有序擴大投資
範圍，新增允許QFII、RQFII投資全國中小企業股份轉讓系統掛
牌證券、私募投資基金、金融期貨、商品期貨、期權等，允許參
與債券回購、證券交易所融資融券、轉融通證券出借交易；三是
加強持續監管。

降門檻 擴大投資範圍
重磅外資投資管理辦法發布，大資金有望加速流入A股，但

因長假將至，投資者觀望情緒濃。兩市昨日小幅高開後，保守
情緒迅速佔據上風，全日市場震盪向下。截至收市，滬綜指報
3,217點，跌1點或0.06%；深成指報12,760點，跌53點或
0.42%；創業板指報2,521點，跌19點或0.75%。兩市成交收
窄至5,402億元（人民幣，下同），其中滬市僅2,096億元。兩
市行業板塊中，僅煤炭、民航機場、貴金屬、銀行等收紅；紡
織服裝、船舶製造、醫藥製造、園林工程、農牧飼漁、塑膠製
品、造紙印刷等跌幅居前。

金管局：港銀財務狀況仍穩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金
管局副總裁阮國恒昨出席「香港銀行
家峰會2020」時表示，本港銀行業在
未來6至12個月將面對三個主要風
險，包括信貸風險、營運風險，以及
氣候變化風險。他認為銀行終有一日
要退出還息不還本這項支援措施，不
過現階段不是合適時機，而銀行有需
要管理好退出相關措施的程序，避免
造成信貸風險急劇惡化。因此金管局
會繼續密切與業界溝通，監察資產質
素走勢。

面對三風險 關注資產質素
阮國恒表示，信貸風險方面，即使

面對新冠肺炎疫情、社會事件及地緣
政治等不確定性風險增加，經濟表現
轉差，但香港銀行業財務狀況仍然穩

健，近月關注類貸款比率升勢亦見放
緩。不過經濟前景不明朗，加上業界
批出約 6,000 億元還息不還本等措
施，或令信貸問題延後。他強調，香
港銀行一直有不俗的管理風險能力，
希望各銀行繼續沿用現有管控框架，
毋須刻意改變審核方式，若客戶還息
能力有問題，應將其降級，並作相應
撥備。
營運風險方面，阮國恒表示多間銀

行以LIBOR（倫敦銀行同業拆息）
定價，但LIBOR在15個月後便會停
止運作，而現時本港金融機構以LI-
BOR計價的產品當中，有35%-50%
屬於LIBOR終止後才到期，故認為
銀行有需要盡快與客戶商討轉移安
排。此外，他呼籲銀行不應於現時停
止投資技術及人才，以免兩至三年後

出現缺口。
金管局總裁余偉文昨出席同一場合

時亦表示，儘管香港面對社會動盪、
中美貿易戰及新冠肺炎疫情，為香港
金融機構帶來挑戰，但香港作為國際
金融中心，將繼續發揮其特殊角色，
而內地持續擴大對外開放，將為香港
帶來發展機遇。例如富時羅素近日宣
布，將會把中國國債納入旗下的全球
政府債券指數，將為債券通帶來增長
機會。他透露金管局亦正投資大量資
源，優化債務工具中央結算系統，藉
以迎接未來更多的潛在交易需求。

「轉數快」日處理40萬宗交易
余偉文又稱，疫情加快了香港發展

金融科技的步伐，兩年前推出的快速
支付系統「轉數快」，現時已有逾

600萬登記用戶，每日平均處理約40
萬宗交易。但與此同時，網絡攻擊及
釣魚郵件等個案增多，觸發個人資料
洩漏的憂慮。因此，他提醒銀行在零
售銀行層面，推出新服務的同時，需
要注意網絡安全。

螞蟻銀行頭炮活期息最高2.5厘

■ 王瀾稱，下一步期望將服務擴展
至本港其他中小企。

吉利回歸科創板上市
擬籌200億

自年初以來，滙控股價已跌去逾五成，市值蒸
發掉6,700億元，創下了25年以來的跌幅紀

錄。滙控未來還需面對美國的制裁，亦有可能被內
地納入「不可靠清單」，目前更沒有股息派，平保
於此時增持，為投資者帶來憧憬。

平保持股8% 成最大單一股東
外電最新引述平保的發言人指出，平保相信滙
控暫停派息，只是一個短期問題，並一直在與滙控
就未來恢復派息的可能性積極磋商。同時對滙控的
長期前景充滿信心，滙控仍然符合平保所青睞的
「低估值、高派息」股份的投資標準。在平保增持
後，平保持有滙控的比重，由早前的7.95%，增加
至8%，再次超前貝萊德基金，成為最大單一股
東。
獲平保投下信心一票，市場相信內地在考慮將
滙控納入不可靠清單時，或會有所顧忌，滙控昨
日強勢反彈，一舉收復30元大關，盤中最多飆升
近11%，創09年以來最大升幅，收市仍升9.2%報
30.8元，該股成為表現最好藍籌，也為恒指貢獻
約147點。

此外，子行恒生
(0011)亦漲3.9%，交行
(3328)也升4.4%。而成
為了第一大股東的平

保，全日則微跌0.3%。「北水」同樣「撈入」滙
控，昨日經深港通流入港股買滙控的北水有4.6億
元，另有2.3億元資金淨流入平安好醫生(1833)。

李聲揚：現仍不宜盲目追入
康證投資研究部董事李聲揚表示，平保增持滙

控的原因不宜過分猜測，但事實上，其增持的金額
只是相當小，股民不應該在現階段盲目追入。他指
出，即使滙控明年可以恢復派息，但各大行的分析
員預期派息大約只有0.66港元，是2006年所派息
的十分之一，就算到了2021及2022年，分析員也
預期股息不足3元。
滙控派息不佳，最根本的就是盈利欠佳，除了

壞賬及不停被罰款外，最主要的就是息差不斷收
窄，李聲揚指出，在美國「無限量寬」下，息差已
跌無可跌，銀行業經營非常艱難，這是難以扭轉的
情況，故他認為股民不應對平保增持滙控後，有過

分的憧憬。

澄清財務穩健 恒大系全線彈
此外，近日另一焦點股恒大(3333)，昨日再發通

告，分別澄清財務穩健及證實分拆物管業務，已獲
聯交所批准，加上富瑞認為恒大的流動性緊張，僅
為個別事件，恒大系昨日全線反彈，恒大最多升
23%至17元，收市報16.62元，仍升20.6%，並帶
挈持重貨的華置(0127)也大幅反彈。
華置昨日收報4.11元，勁升13.2%，恒大系的恒
騰(0136)也彈9.8%，恒大汽車提交在上海科創板上
市的申請，收市亦彈升20.4%。
中譽(0985)亦公布，於公開市場收購恒大的優先

票據，代價合共達6,739萬元。中譽全日無起跌，
收報0.03元，但盤中表現波動。
個股方面，市場憂慮中芯(0981)被美國進一步制

裁，瑞信將中芯目標價調低24%，由22.5元削至
17元，續持「跑輸大市」評級，中芯跌3.9%。明
源雲(0909)第二日上市，曾回吐逾一成至27.1元，
收市報28元，仍跌8.8%，惟相對上市價16.5元仍
高70%。

■■ 港股昨反港股昨反
彈彈，，但成交縮但成交縮
至不足千億至不足千億
元元。。 中通社中通社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港股連跌四周後，昨日略為反彈240

點，收報 23,476 點，但成交額縮至

933.43億元。不過，多隻焦點股表現

突 出 ， 包 括 連 日 弱 勢 的 滙 控

(0005)，獲得主要股東平保(2318)

斥資逾3億元進一步增持，並成

為滙控最大單一股東。平保的

增持行動，為滙控帶來很

多想像空間，滙控股價

昨日急升近一成。另

外，恒大汽車(0708)計

劃回歸上海科創板，令

負面新聞纏身的恒大系

股份也大幅反彈，新經

濟股也普遍向上，惟中芯

(0981)被大行唱淡而續

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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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鼎醫藥昨在港掛牌再鼎醫藥昨在港掛牌，，圖圖
為王翀為王翀在上海舉行的新聞發在上海舉行的新聞發
布會現場布會現場。。 記者記者章蘿蘭章蘿蘭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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