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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是股市第三季最後一個交易日，恒生指數雖然全日升183點，

但整個9月跌幅仍有6.8%或1,718點，第三季度則累跌968點。而

2020年首三季，恒指跌幅更達4,730點或16.8%，相對滬指同期升

5.5%、道指跌2.4%(見表)，港股明顯跑輸。展望第四季，市場人士

並未抱太樂觀的態度，認為恒指將要考驗23,000點的支持力。

港股首三季插17%跑輸外圍
舊經濟股弱勢 大市本季未樂觀 或考驗二萬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螞蟻集團
招股在即，有望超越沙特阿美成為史上集
資規模最大的新股，各方預留資金備戰。
資金泊港下，港匯再觸發7.75強方兌換保
證，促使金管局連續兩日入市接錢，昨更
兩度向市場注資，先後注入76.26億港元及
124億港元，全日累注200.26億港元，料
香港銀行體系總結餘在10月6日將增至
2,635.57億港元。
隨着多隻中概股回流在港上市，在一片

新股熱潮下，
亦帶動本港存
款上升。金管
局昨公布最新
統計數字顯
示，8月份認
可機構的存款
總 額 上 升
2.7%，其中港
元存款及外幣
存款分別上升
4.8% 及
0.4%，香港人
民幣存款上升

2.0%，於8月底為6,717億元人民幣。跨境
貿易結算的人民幣匯款總額於8月份為
5,303億元人民幣，而7月份數字為5,885
億元人民幣。

資金打新 8月港元存款急升
貸款方面，8月份貸款與墊款總額上升
2.3%，其中在香港使用的貸款（包括貿易
融資）較上月上升3.4%，在香港境外使用
的貸款則微跌0.1%。由於港元貸款升幅較

港元存款大，港元貸存比率由7月底的
85.0%，微升至8月底的85.1%。
金管局解釋，8月份存款及貸款的上升，

主要由於新股認購活動所致。若撇除新股
認購貸款及所產生的存款，8月份存款總額
及港元存款分別上升0.9%及1.4%，8月份
貸款與墊款總額則微跌0.1%。
另外，在季結日及國慶長假前夕，港元

拆息見個別發展，其中隔夜息微升至
0.09506厘，與供樓按息相關的1個月拆息
亦微升至0.48054厘，3個月拆息則回落至
0.60857 厘。長息方面，半年期拆息報
0.74595厘，1年期拆息則報 0.92083厘。
而截至昨晚7時半，港匯報7.7501。

市場備戰攻螞蟻 港匯續強
華僑永亨銀行經濟師李若凡表示，螞蟻

集團招股在即，令市場出現恐慌囤積資金
的行為，並推升港元需求，促使港匯頻繁
觸及7.75強方兌換保證，不過她認為在金
管局入市進行大規模干預下，加上早前新
股招股資金解凍回籠，料市場的緊張情緒
將開始緩和，並將伴隨着港元拆息從近期
高位回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有望成
為全球最大IPO的螞蟻集團上市計劃，
備受市場與投資者關注。據內地《21世
紀經濟報道》消息，有互聯網券商將允
許投資者動用最高20倍資金槓桿，參與
螞蟻集團 H 股的認購。另外，有消息指
富途證券已籌措約260億元資金，供投資
者參與螞蟻集團H股的認購。

富途傳備260億孖展供認購
另外，有消息指多家互聯網券商平台

還打通投資者的美股、港股兩大資金賬
戶，即美股投資者可以直接使用美元，
參與螞蟻集團H股的認購，無需先兌換
成港元。
其他新股方面，本地建造工程承建商譽

燊豐（2132），昨日起至下周五公開招
股，發行4億股，其中10%在港公開發售，
招股價介乎每股0.325至0.34元，集資最多
1.36億元。以每手8,000股計算，入場費約
為2,747.4元，股份將於10月20日於港交
所主板掛牌。富比資本為獨家保薦人。

譽燊豐招股 2747元入場
以招股價範圍的中位數 0.3325 元計

算，譽燊豐的集資淨額約為6,090萬元。
其中約40.1%將用於為三個現有主承建商
項目提供資金；約31%將用於購置機器
及設備以升級並擴大機隊；約19.7%將用
於組建新項目管理團隊並增強總部的人
力；約4.1%將用於升級企業信息系統；
約3.5%將用作一般營運資金。
另外，基金集團TRUE PARTNER

（8657）昨日起至下周五公開招股，發
行1億股，其中10%在港公開發售，招股
價介乎每股1.55至1.95元，集資最多1.95
億元。以每手2,000股計算，入場費約為
3,939.3元，股份將於10月16日於港交所
創業板掛牌。同人融資為獨家保薦人。

TRUE PARTNER淨籌1.4億
以招股價範圍的中位數1.75元計算，

TRUE PARTNER的集資淨額約為1.4
億元。其中約49.2%將用於擴大在香港、
阿姆斯特丹、倫敦及芝加哥的業務營
運；約3.9%將用於在荷蘭取得投資公司
牌照的計劃；約15.9%將用於提升資訊科
技系統；約4.1%用於銷售和營銷用途；
約17%用於投資由集團管理的基金；餘
下約10%為一般營運資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上海報道）臨近「雙節」和
季末時點，市場資金再次呈現跨月資金從緊、隔夜資金寬鬆
的分化局面，A股也走勢猶豫，9月最後一個交易日，滬深
主要股指漲跌互現，滬綜指微挫0.2%。9月份滬綜指累計跌
去5.23%，深成指、創業板指月跌6.18%、5.63%；第三季
三大指數則升7.82%、7.63%及5.6%。
國家統計局昨天公布的9月份中國採購經理指數（PMI）
均明顯回升，其中製造業PMI、非製造業PMI和綜合PMI
產出指數分別為51.5、55.9和55.1，分別比8月上升0.5、0.7
和0.6個百分點，表明內地經濟復甦勢頭進一步增強。不過
資金面上，9月下半月以來央行多次開展14天期逆回購操
作，滿足市場的跨月資金需求。隨着靠近月底，隔夜利率逐
漸回落至低位運行，但跨月資金利率依然不斷提升，反映出
資金面的結構性分化。
昨日早盤市場情緒較佳，滬深股指均向上拉升，但畢竟長

假降至，投資者趨於保守，午後資金出逃跡象明顯，股指先
後翻綠，尾盤僅深市股指收回失地。截至收市，滬綜指報
3,218點，跌6點或0.2%；深成指報12,907點，漲6點或
0.05%；創業板指報2,574點，漲11點或0.44%。兩市共成
交5,400億元（人民幣，下同）。航天航空、醫療、釀酒板
塊領漲；原本應受益於假期的旅遊酒店板塊意外領跌，整體
低收1.5%。

滬指月跌5% 北向資金流出勁
9 月滬綜指累計跌 5.23%，深成指、創業板指月跌

6.18%、5.63%。值得注意的是，北向資金在9月合計淨賣出
327.73億元，創半年新高、年內第二高值。國盛證券研報
指，9月中旬以來，全球避險情緒再度抬升，導致北上資金
繼續外流。期內北向資金集中流出消費、金融等行業，逆勢
增持化工、汽車等順周期板塊。

專家倡A股適時全推註冊制
另據中證協網站消息，中國證券業協會近日召開2020年

第三季度證券基金行業首席經濟學家例會，圍繞資本市場服
務「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人民幣匯率波動對資本市場的影
響、註冊制下的發行承銷市場規範等主題進行了討論。與會
專家建議，堅持在市場化、法制化的基礎上，適時在A股市
場全面推進註冊制改革，加大直接融資支持實體經濟發展力
度，服務更多的高科技企業和創業企業上市融資，促進實現
科技、資本和實體經濟更高水平循環。

首三季表現最佳藍籌
股份

藥明(2269)

小米(1810)

創科(0669)

港交所(0388)

騰訊(0700)

首三季表現最差藍籌
股份

滙控(0005)

太古A(0019)

中信(0267)

中海油(0883)

中石油(0857)

變幅(%)

+91.1

+89.7

+59.9

+43.0

+36.2

變幅(%)

-51.0

-48.6

-45.4

-42.5

-41.4

首三季表現最佳國指成份股
股份
美團(3690)

小米(1810)

騰訊(0700)

阿里巴巴(9988)

龍湖(0960)

首三季表現最差國指成份股
股份
中信(0267)

財險(2328)

中海油(0883)

中石油(0857)

太平(0966)

變幅(%)
+137.3

+89.7

+36.2

+33.0

+19.2

變幅(%)
-45.4

-42.6

-42.5

-41.4

-39.0

首三季全球主要指數表現
指數
恒指

國指

滬指

深指

深圳創業板

台灣加權

日經

韓國KOSDAQ

新加坡海峽時報

道指

納指

英國富時

法國CAC

德國DAX

註：數據截至昨日22：27

變幅(%)
-16.8

-15.9

+5.5

+23.7

+43.2

+4.3

-2.0

+26.6

-23.5

-2.4

+25.0

-21.7

-19.0

-3.0

金管局兩度入市 接錢200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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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螞蟻H股 傳網上券商允20倍槓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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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份內地官方PMI數據優於市場預期，
是6個月以來最高數字，推動恒指在

第三季最後一個交易日回升，盤中一度升過
505點，但昨午美股期貨下跌，加上臨近國慶
長假，市場傾向獲利，拖累尾市表現。恒指最
終收報23,459點，僅升183點，終止了連續四
周的跌勢，全日成交額987億元。

臨美大選 投資者態度審慎
渣打財富管理投資策略主管梁振輝表示，
本港舊經濟股明顯弱勢，無法在新經濟股大升
後接力向上，令港股的上升動力不足，引致恒
指第三季走弱。他對第四季港股表現並未抱樂
觀態度，但相信後市下跌的空間不大，要先考
驗23,000點的支持力。他特別提到，近日港
股成交疲弱，成交額由約2,000億元大幅跌至
不足1,000億元，可見投資者態度審慎，大家
或要等到美國大選有結果後，才會重新部署。
昨日大市主要由科技股和內房股帶動，騰
訊(0700)回升1.2%，阿里巴巴(9988)舉行投資
者日，指阿里雲業務有望在明年虧轉盈，市場
亦寄望10月的螞蟻集團上市，有助提升阿里
估值，阿里升3.8%，小米(1810)升2%，美團
(3690)亦升超過3%。總結首三季，科技股表
現突出，美團9個月的升幅高達137%，國指
成份股中「最威」，而小米、騰訊、阿里緊隨
其後。

藥明小米累飆九成 威絕藍籌
恒指方面，升最多的兩大藍籌新貴藥明
(2269)及小米，升幅皆約九成。滙控(0005)表

現非常失色，首9個月勁跌51%，為表現最差
藍籌。疫情嚴重打擊航空股國泰(0293)的收
入，其母公司太古A(0019)首三季跌48.6%，
成為表現第二差的藍籌，國泰的另一主要股東
中信(0267)首三季跌逾45%，表現緊隨太古其
後。

李嘉誠李澤鉅續增持長實
長和系資深顧問及創辦人李嘉誠，與主席

李澤鉅再透過李嘉誠基金會增持長實(1113)，
他們分別於9月24、25、28、29日，以大約
每股38元的價格合共增持77.15萬股，涉資
約2,938.09萬元。翻查記錄，李氏父子在長
實公布去年業績後，至今已先後10次、合共
斥資26.57億元增持約6,222.3萬股長實。不
過長和系的股價今年表現並不理想，長和
(0001)首三季要跌逾37%，長建(1038)同期亦
跌34.8%。

比亞迪破頂 恒大急彈兩成
個股方面，比亞迪系造好，比亞迪(1211)股

價創新高，再急升12.2%，收市報121.4元；
比亞迪電子(0285)也炒高近一成收市。恒大
(3333)債務問題有緩解跡象，旗下恒大地產獲
戰略投資者同意修訂補充協議，債務有機會轉
為持股，加上恒大物業正式提出在港上市，該
股全日急彈近兩成，以全日最高位19.7元收
市。消息亦帶動其他內房股表現，潤地(1109)
升6%，是表現最好藍籌，碧桂園(2007)也升
2.8%。持有恒大的華置(0127)亦彈升8.5%，恒
大汽車(0708)升2.6%。

■港股第三季最後一個交易日雖上升，但首三季下瀉4,730點。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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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疊內容：財經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