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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41）、中聯通（0762）及中電
信（0728）的退市程序，市場關注
其股價與港股影響，及會否擴展至其
他在美掛牌的中國國企股。外電分析
指出，三家公司在美國沒有任何實質
性業務聯繫，且在美成交稀少，被退
市只有象徵意義。本港市場人士亦
指，市場已預期了美方的行動，加上
它們的股價早前已經跌了不少，再大
跌空間有限。不過，市場短期疊加內
地加強互聯網公司監管等不利因素，
ADR顯示港股退守二萬七邊緣，今日
新年開紅盤有難度。
●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健樂

紐

美基金持倉規模小料影響微
投資者關注美國此舉對三家公司股價及對港
股影響，並關注強迫退市會否擴展至其他在美
掛牌的中國國企股，如石油股、內銀股、內險
及包括中銀香港（2388）等股份。
就此，彭博的分析指出，這三家中國電訊公
司都已在香港上市，它們的所有營收都來自於
內地，除了在美國上市以外，與美國沒有任何
實質性業務聯繫。與主要上市地香港相比，三
家公司在紐交所的股票成交稀少，所以在中美
緊張關係加劇之際，紐交所這一摘牌舉措更多
只是象徵性意義。
彭博指，13F 檔案（即美股機構投資者持倉
季報）顯示，包括Renaissance Technologies、
Dimensional Fund Advisors、 Two Sigma
Investments在內的幾家量化對沖基金是這些中
資股票的最大持有人，但他們截至去年 9 月底
的持股規模較小。

分析員：避遭
「點名」
股份
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副主席郭思治對此看法
亦相近，他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紐
交所的行動對三間公司的股價有負面影響，但
不是重大打擊，因為市場早已預料會有相關行
動，而且早前它們的股價已跌了不少，再大跌
的空間有限。至於退市行動會否擴展至其他中
資企業，他則建議投資者應避免大舉沾手那些
已經遭現屆美國政府點名的股份，例如中鐵建
（1186）與中交建（1800）等，避免承受過高
投資風險。
不過，他認為，隨着拜登即將接任成為美國
總統，要求中資退市這種會加劇中美緊張關係
的行動，日後可能會有轉變的空間，因此現階
段他對港股後市表現看法不會太淡，由於近日
恒指累積一定升幅，因此他不排除今日恒指會
下跌，料恒指短期內將於現水平附近數百點上
落，至於長線則仍然看好大市表現。

料不會擴至中資銀行保險股
第一上海首席策略師葉尚志昨則表示，紐交
所的行動對三間公司的股價有負面影響，因為
投資者不會希望沾手受負面消息困擾的股份，
而是希望投資有良好前景的板塊，例如新能源
相關股份。至於退市行動會否擴展至其他中
資企業，他同樣認為早前已遭美國政府
點名的股份會有較高風險，但相信投
資者早已對相當股份存有戒心，至於
中資銀行股與保險股則影響不大。
大市表現方面，葉尚志則預料恒指
有機會延續上月底的強勢，今日則
較大機會開紅盤。另外，他
認為恒指會呈現穩中向好的
格局，短期內將於26,500至
●特朗普去年 11 月頒布了一項行政命令，禁止美國股民投資
28,000點之間上落。
所謂「由中國軍方持有或控制的公司」。

外電：三中資電信公司美成交少 僅具象徵意義

交所日前在聲明中表示，正展開對中移
動、中聯通及中電信的退市程序，相關
股份將在 1 月 7 日或 1 月 11 日暫停交易，但三
家公司有權提出覆核。紐交所表示，其監管部
門已作出決定，認定這幾家發行人不再適合掛
牌，因行政令禁止旨在向任何美國人提供對有
所謂「中共軍方背景公司」的此類證券投資機
會的證券交易。
美國總統特朗普去年 11 月頒布了一項行政
命令，禁止美國股民投資所謂「由中國軍方持
有或控制的公司」。

或礙港股紅盤
美逼中企退市

日前表示，正在展開中移動

投資市場近期留意事項
● 香港與環球新冠肺炎疫情的最新發展
● 美聯儲公布會議記錄
● 美國公布就業數據
● 內地公布財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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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元區公布零售銷售
歐元區公布零售銷售、
、工業生產與通
脹率數據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內地強監管互聯網公司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外電消息指出，近日在風口浪尖
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一
的螞蟻集團，其對數十家科技與
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一
金融科技初創企業的股權投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
資情況正接受監管機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構調查，如有涉

及違反有關不正當競爭的規定，監管機構
或下令其撤出部分投資。消息稱，監管當
局希望螞蟻撤出部分投資，除非這些投資
對其業務而言是不可或缺的。
受到內地加強對互聯網公司的監管以及
美國強迫中資電信股退市等不利消息影
響，在美上市的港股 ADR 普遍下跌，其
中，阿里巴巴（9988）ADR 折合報 225.55
港元，跌 3.03%；騰訊（0700）ADR 折合
報 557.38 港元，跌 1.17%；美團（3690）
ADR 折合報 290.24 元，跌 1.48%；小米
（1810） ADR 折 合 報 32.92 元 ， 跌
0.84%。內銀股及三大石油股的 ADR 亦表
現疲軟。至於被退市的三隻電信股，中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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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部批美

嚴重違背國際經貿規則
嚴重削弱各方對美國資本市場的
信心。發言人強調，希望美方與
中方相向而行，共同致力於為兩
國企業和投資者創造公平、穩
定、可預期的營商環境，推動雙
邊經貿關係早日重回正軌。
特朗普政府近年發動了一連串
針對中國的行動，包括貿易戰、
科技戰和金融戰，其中對華為的
打壓堪稱瘋狂，先後向多個國家
施壓要求移除華為的 5G 設備。去
年 11 月 12 日，特朗普政府突然宣
布禁止美國投資者投資所謂的
「中國軍方擁有或控制的企
業」。當時就有分析指，此舉旨
在阻止美國投資公司、養老基金
和其他機構買賣這些中國企業的
股票，預計會影響到包括中電
信、中移動、海康威視等 31 家中
國企業。目前被美國商務部、美
國財政部及美國國防部列入所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
美國對中資企業的打壓愈來愈瘋
狂，紐交所上周宣布，中國三大
電信商中移動、中電信、中聯通
（香港）將在 1 月 7 日至 1 月 11 日
之間暫停交易，並已啟動退市程
序。理由是美國政府認定，以上
三間中國公司「與解放軍之間有
難以分割的連結」。商務部發言
人上周六回應稱，中方反對美方
濫用國家安全將中國企業列入清
單的做法，將採取必要措施，堅
決維護中國企業合法權益。

不符市場規則 違背市場邏輯
商務部發言人回應稱，這種濫
用國家安全、動用國家力量打壓
中國企業的做法不符合市場規
則，違背市場邏輯，不僅損害中
國企業的合法權益，也損害包括
美國在內各國投資者的利益，將

●特朗普
政府近年
對華為的
打壓最為
瘋狂。

美國金融市場受損 香港得益
憑證）在紐交所實現上市。ADR
是境外證券在美國的常見融資途
徑，便於美國投資者購買未在國
內上市的海外股票。中信証券首
席經濟學家諸建芳表示，中美貿
易戰以來，美國屢屢在資本市場
限制中國企業，此前對中國企業
提出合規等要求，加大中國企業
在美國上市合規難度。但此次直
接動用行政令強制中國企業退
市，這種行為直接損害美國市場
的根基，令中國企業乃至更多外
國公司失去信心。
國泰君安通信行業分析師王彥龍
也表示，三大電信運營商在美股退
市對其經營與融資並不構成實質影
響。因為它們的經營基本都在中國
內地，在美國發行 ADR 以來，未
進行過再融資，同時美國投資者對
中國運營商並不青睞，三大運營商
在紐交所的交易量遠小於香港。
王彥龍預料，三大電信商在港股

對於紐交所宣
布將強制中國三
大電信運營商退

市，不少專家指
出，美國政府以
行政令干預強制
退市的行為有損美國市場根基，
令外國企業和投資者喪失信心。
目前新冠疫情仍在全球肆虐，中
國是最快控制疫情且實現經濟復
甦的國家，未來仍是全球經濟增
長的引擎。美國市場將中國企業
排除在外，企圖切斷中美經濟聯
繫，最終是美國投資者分享不到
中國高速增長的蛋糕，而且動搖
紐約的金融中心地位。

動搖紐約金融中心地位
中國移動、中國聯通、中國電
信分別於 1997 年、2000 年、2002
年在香港上市，它們在香港上市
的同時，均通過 ADR（美國存託

港股外圍失二萬七關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紐交所強
行將中移動、中聯通及中電信退市，加上
內地繼續收緊對互聯網公司的監管，令港
股受壓，上個交易日外圍港股再失守
27,000 點關口，ADR 港股比例指數收報
26,981 點，跌 249 點，反映今日 2021 年開
局，大市開紅盤有一定難度。

紐
●交所表示，正在展開中移動、中聯通及中電信的退市程序。

中國電信 中國移動 中國聯通

美國再無理打壓中資股。紐交所

動 ADR 折合報 44.28 元，升 0.18%；中聯
通及中電信則分別跌0.9%及0.47%。

戴志堅任港交所代理 CEO
另外，港交所（0388）昨宣布，已於
今年 1 月 1 日委任聯席總裁及首席營運總
監戴志堅為港交所代理集團行政總裁及
董事會當然成員，直至港交所新任集團
行政總裁委任止。至於李小加則於去年
12 月 31 日退任集團行政總裁，並於今年
1 月 1 日起，轉任董事會高級顧問，為期
6 個月。
現年 58 歲的戴志堅，香港大學社會科學
學士，1998年由ABN-Amro Bank NV加入

「制裁」名單的中國企業、機構
和自然人已達70多個。
這些打壓措施禁止美國投資者
對上述中企的證券進行任何交
易，同時還禁止美國人在被認定
為所謂「中國軍事企業」的 60 天
內買賣這些企業的證券。受此不
利消息影響，去年 12 月 4 日，中
芯國際在港交所短暫停牌，並發
布公告，表示該公司被列入所謂
的「黑名單」，對其運營沒有重
大影響，並重申公司是獨立營運
的國際性企業，投資人、客戶等
利益相關方遍及全球。

中企嚴守駐在國法律法規
外交部發言人當時回應稱，中
方堅決反對美方無端打壓中國企
業，並且已經多次就此表明了中
方嚴正立場，美方的所作所為嚴
重違背美方一貫標榜的市場競爭
原則和國際經貿規則，必將嚴重
損害美國國家利益和自身形象。
中國企業始終堅持依法合規經
營，在國際化經營中嚴格遵守駐
在國法律法規，美方應該停止濫
用國家力量、泛化國家安全概念
來打壓外國企業的錯誤做法。
不少分析指出，隨着美國當局
針對這些公司不斷封殺，更多中
國公司會離開美國，改到香港等
地上市。

市場的股票會在短期內增加大量供
應，承受較大沽壓，但長遠來看，
回歸港股或A股有利於價值回歸。

更多中企選擇到港上市
諸建芳也認為，未來美國認定
的中國涉軍企業名單可能會擴
容，再加上此前特朗普還簽署了
《外國公司問責法案》的行政
令，這項法令將會限制中國企業
在美國上市。未來中國企業赴美
上市數量可能大幅減少，港股與A
股可能成優選。隨着中概股回
歸，香港市場日益成為中國企業
境外融資的首選地，有望吸引更
多投資者和中國企業來港。
美國打擊中國企業在美上市等一系
列行動，試圖切斷中美經濟聯繫，阻
止美國投資者和資金投資中國企業，
不過，目前美國外資有多種渠道直接
或間接投資A股，中國資本市場不斷
擴大開放，已是全球重要資本市場之
一，對國際投資者的吸引力不可能因
行政禁令而阻斷。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部分中資股 ADR 上個交易日表現
成份股

折合港元報 比香港升/跌

成份股

折合港元報 比香港升/跌

電信股

金融股

中聯通(0762)

4.41

↓0.9%

工行(1398)

4.97

↓1.27%

中電信(0728)

2.14

↓0.47%

建行(0939)

5.82

↓1.14%

44.28

↑0.18%

中行(3988)

2.62

↓1.11%

中銀香港(2388)

23.31

↓0.81%

中人壽(2628)

17.15

↑0.29%

中移動(0941)

石油股
中海油(0883)

7.11

↓1.03%

中石油(0857)

2.38

↓0.76%

中石化(0386)

3.46

↓0.35%

電力股
華能國電(0902)

2.79

↓1.3%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健樂

港交所至今。根據其最新委任函的條款，
其報酬待遇包括基本年薪 700 萬元，另加
酌情表現花紅及股份獎授。他亦申報持有

110,502 股港交所股份，以及根據僱員股份
獎勵計劃下尚未授予的獎授股份合計
38,002股港交所股份的權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