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摩表示，內地限電影響已擴散至居民用電情況，
大規模限電主要與各省早前力爭達至年底減低能

源使用量的目標有關，同時內地限制煤礦產能，加上
進口煤數量減少，導致電力供應短缺，連帶水電發電
量也下降，在製造業及出口強勁下，電力自然供不應
求。

大摩估恒指明年24400點
大摩預測，若大規模限電情況持續至年底，中資企

業的盈利增長或跌至最悲觀的11%，拖低中國第四季
經濟增長約1個百分點，該行將密切關注限電對上游至
下游、私人消費及服務業的連鎖效應。並將恒指在明
年6月的目標由26,900點下調至24,400點，國指在明年
6月的目標亦由9,500點下調至8,750點。最樂觀的情
況，恒指會見30,800點、國指見11,200點；但若最悲
觀的情況出現，恒指會見20,500點，國指低見7,100
點。
大摩更點名十大最受限電衝擊的股份，包括互太
(1382)、海底撈 (6862)、九毛九 (9922)、呷哺呷哺
(0520)、高鑫(6808)、中煤(1898)、兗煤(1171)、中石化
(0386)、中遠(1919)及華能(0902)。
花旗亦將恒指年底和 12個月目標位分別下調至

26,800點及28,000點，國指12個月目標位下調10%至
9,633點，滬深300指數12個月目標位下調2%至5,410
點。

花旗估中國明年GDP僅增4.9%
花旗預期內地當局或介入恒大(3333)的債務重組，當

中涉及國企的注資，因此把中國明年GDP增長預測由
5.5%下調至4.9%。不過，內地有可能放鬆貨幣政策以
紓緩經濟，估計人行或會於10月調低存款準備金率50
個點子。花旗又建議增持5大板塊，包括油氣、保險、
運輸、硬體和清潔能源股。
港股大市在期指結算日先跌後倒升，早段受美股急

挫及美債息上升的打擊，科技股被拋售，拖累恒指最
多跌過454點，但恒指在24,000點有支持，加上內房股
因恒大債務問題暫緩而反彈，刺激地產股齊向好，連
友邦(1299)等金融股也因此而升幅擴大，港股最終以
24,663點收市，倒升163點，收復10天線(24,501點)。
不過，科指仍跌0.8%，收報6,179點。「港股通」因國
慶長假期而暫停，港股成交額顯著縮減至1,239億元。

傳降舊樓強拍門檻 炒起地產股
有傳施政報告將調低50年以上舊樓強拍業權的門

檻，由現時的八成降至75%甚至70%，地產股炒上，
新世界(0017)漲4.2%，新地(0016)揚3.6%，恒地(0012)
升3.4%，長實(1113)漲3%。創勝(6628)及東莞農商行
(9889)昨日掛牌，前者收報13.24元，較招股價16元低
17.25%，一手500股蝕1,380元。東莞農商行則收報
8.25元，較招股價升4.2%，一手1,000股賺33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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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大摩齊降港股目標價
內地限電製造業首當其衝 中資企業盈利料僅增11%

內地限電省份增至20個，製造

業重省如廣東、浙江及江蘇均受影

響，花旗與摩根士丹利均認為短線

對中資股有影響。大摩指MSCI中

國指數今年的企業盈利增長或跌至

「最悲觀情景預測」，故調低恒

指、國指、MSCI中國及滬深300指

數明年6月底的目標，恒指目標由

26,900點下調至24,400點，更點名

十大最受限電衝擊的股份；花旗也

調低恒生指數的12個月預測水平，

目標由30,000點降至28,000點，以

反映內地經濟增長下調情況。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責任編輯：卓賢

花旗大摩對恒指國指目標價
機構 指數 目標價 較昨日變幅

花旗 恒指 未來12個月 +13.53%
28,000點

國指 未來12個月 +9.97%
9,633點

大摩 恒指 明年6月 -1.07%
24,400點

國指 明年6月 -0.11%
8,750點

製表：記者 周紹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中國
人民銀行、銀保監會昨日召開房地產金
融工作座談會，住建部、證監會相關部
門及24家主要銀行參加。會議指出，金
融機構要按照法治化、市場化原則，配
合相關部門和地方政府共同維護房地產
市場的平穩健康發展，維護住房消費者
合法權益。
會議指出，堅持不將房地產作為短期
刺激經濟的手段，持續落實好房地產長
效機制，加快完善住房租賃金融政策體
系。金融部門要圍繞「穩地價、穩房
價、穩預期」目標，準確把握和執行好
房地產金融審慎管理制度，堅持房子是

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堅持不
將房地產作為短期刺激經濟的手段，持
續落實好房地產長效機制。

恒大售盛京股權套近百億
另外，恒大集團再售資產，中國恒大

（3333）出售所持有的19.93%盛京銀行
(2066)非流通內資股，予瀋陽市國資委
的附屬公司瀋陽盛京金控投資集團，涉
及資金約99.93億元人民幣。憧憬恒大
流動性紓緩，中國恒大昨升14.98%，報
3.07港元。
出售股份涉及約17.53億股，每股作價

5.7元人民幣。完成交易後，恒大在盛京

銀行的股權降至14.57%。恒大稱，集團
流動性問題對盛京銀行造成巨大負面影
響，引入國企作為大股東，有助穩定盛
京銀行的經營，亦有助恒大仍持有盛京
銀行14.57%股權的增值保值。恒大8月
份曾轉讓盛京銀行股份，籌資約10億元
人民幣。

售盛京股權 還債予盛京
盛京銀行要求，出售事項全部所得款項
需用作償還該集團對盛京銀行的相關債
務。在這種種情況下，相較於恒大面對
債券持有人和購房者的巨額債務，此次售
股不啻杯水車薪。彭博引述持有中國恒大

一隻美元債券的兩位投資者表示，截至香
港時間昨天下午5時，他們尚未收到應於
周三支付的債券利息。該2024年到期美
元債券本期應支付利息4,520萬美元，債
券利息支付存在30天的寬限期。
昨日還有消息指稱，政府正在推動政

府企業和萬科等「國家支持」的房地產
開發商購買陷入困境的中國恒大集團的
部分資產；另外，有報道指，恒大汽車
數千員工正轉至廣州南沙辦公。而由珠
江投管集團、廣汽集團和蔚來汽車合資
成立的合創汽車在恒大汽車門口發布招
聘告示。恒大汽車(0708)大升44.4%，收
報3.35港元。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內地將設立
北京證券交易所，為初創期創新型
中小企業提供直接融資渠道，安永
大中華區上市服務主管合夥人何兆
烽指出，大中華區IPO活動依然強
勁且繼續保持平穩增長態勢，這與
監管機構近年來的IPO發行政策目
標相契合。北京證券交易所尚無正
式開市時間表，但市場預計是
2022年。該行又預計香港2021年
全年IPO活動將繼續保持強勁勢
頭。
何兆烽並指出，隨着2021年進

入第四季度，一些不確定因素可能
會增加市場波動，為企業成功上市
帶來挑戰。與此同時，我們預計
IPO交易管道將保持穩定態勢，企
業應尋求充分利用有利的市場條
件，把握上市良機。但是，諸多不
確定因素仍會持續：地緣政治、監
管的不斷變化、通脹風險以及預期
的美聯儲大規模債券購買計劃（ta-
per）。另外，新冠病毒變異正在
擾亂全球經濟的全面復甦，這對大
部分行業都有影響。

首三季全球集資超去年全年
另外，安永昨日發表報告顯示，

全球IPO市場在第三季度繼續蓬勃
發展，按交易宗數和集資額計，第
三季度是近20年來最活躍的第三
季度，較2007年創下的第三季度
前歷史高點相比，2021年第三季
度的交易宗數上漲18%，而集資額
較2020年創下的第三季度前歷史
高點也增加11%。2021年第三季
度，全球共錄得547宗IPO交易，
總集資額為1,063億美元。至此，
前三季度全球IPO數量共計1,635
宗，總集資額達3,307億美元，分
別同比上漲87%和99%。總體而
言，2021年前三季度IPO交易宗
數和集資額已超過2020年全年。
報告並指出，香港8月和 9月
IPO市場疲軟，根據以往第四季度
IPO資料，預計今年第四季度IPO
活動將從8月和9月的疲軟中復
甦。安永亞太區上市服務主管合夥
人蔡偉榮表示，IPO活動已經連續
增長多個季度，目前開始有暫時放

緩的跡象，主要原因包括美中局勢緊張，以及
區內各國政府舉措可能對增長造成影響。與以
往相比，有意上市的企業可能會受到更大的壓
力和面對更多的障礙。
另外，前三季度大中華區繼續保持增長，

444宗IPO交易共募集資金941億美元，交易
宗數和集資額分別增長13%和20%。雖然IPO
活動繼續增加，但第三季度中國企業赴美上市
時遇到挑戰，這對亞太區和美洲區市場都產生
了一定的影響。大中華區在第三季度IPO活動
的亮點是北京證券交易所的設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孔雯瓊上海報道）長
假臨近疊加隔夜美股大跌因素，滬深A股三大
股指一路震盪向下，資源股全線回撤，油氣、
電力、鋼鐵等領跌。分析師表示，隔夜外圍市
場重挫，加上國慶假期臨近，市場避險情緒升
溫，股市成交乏力。截至收盤，上證綜指跌
1.83%，報3,536點，為8月31日以來新低；
深證成指跌1.64%，報14,079點；創業板指跌
1.13%，報 3,175 點。滬深兩市成交總額
10,778億元（人民幣，下同），北向資金合計
淨流出2.7億元。
油價下跌，「兩桶油」中石油和中石化分別

大跌6.93%和5.91%。鋼鐵板塊亦跌幅居前，
鄂爾多斯、攀鋼釩鈦跌停，鞍鋼股份、西寧特
鋼、新鋼股份等跌逾6%。

銀行股有護盤 午後拉升
銀行股有護盤表現，多隻股票午後出現明顯

拉升，至收盤寧波銀行漲超5%，招商銀行、
杭州銀行、齊魯銀行等多股都不同程度上漲。
因黃金短期內暴跌希望不大，貴金屬板塊亦有
上漲，個股中山東黃金、中潤資源、赤峰黃金
等均有上漲。另外上漲的還包括養雞、豬肉、
養殖業板塊。
國泰君安認為，近期市場受到假期效應的影

響，成交量出現明顯萎縮，疊加隔夜外盤美股
市場大跌等因素，市場出現明顯調整。巨豐投
顧認為，市場瀰漫謹慎情緒，國慶節臨近，市
場避險情緒濃厚，建議投資者還是保持一份謹
慎，適當均衡配置，耐心等國慶節後市場方向
明確之後再做新的定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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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股領跌
A股三股指全線挫

華置急漲逾三成停牌 傳有意私有化

內地金融工作座談會提「穩地價穩房價」

●華置主要股東為劉鑾雄(右)和陳凱韻。

●● 港股在期指結算日先港股在期指結算日先
跌後倒升跌後倒升，，收市倒升收市倒升163163
點點，，企穩二萬四關企穩二萬四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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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財政
司司長陳茂波日前發表香港營商環境報
告，指出香港營商環境良好，前景亮
麗，發展機遇龐大。評級機構標普昨日
發表報告，確認香港長期信貸評級
「AA+」；短期信貸評級「A-1+」，展
望維持「穩定」。
標普表示，評級反映疫情受控及外圍
需求旺盛，香港經濟正從過去兩年的衰

退中復甦，隨着經濟和勞動力市場更加
穩固，政府正在減少財政支持，將緩解
財政資源的壓力。

外圍需求旺 經濟正復甦
另一方面，標普表示展望穩定反映其

預期香港未來12至24個月的經濟持續
復甦，而過去一年的立法變化，包括選
舉改革，未對香港的政策制定產生重大

影響。
此外，標普認為過去一年香港的立法

變化並未對本港政策制定，包括選舉改
革，造成重大影響，而且有助提高人均
收入，穩固的財政緩衝，以及持續健康
的財政表現。因此，將其展望評級維持
「平穩」。
事實上，在今年4月評級機構惠譽確
認香港評級為「AA-」，展望為「穩

定」。
惠譽表示，香港公共財政管理記錄良

好、強勁對外緩衝以及平均人均收入較
高，為香港評級帶來支撐作用。惠譽又
預期，隨全球經濟復甦，今年香港經濟
將會回升4.5%，而且今年香港財政赤字
佔國內生產總值（GDP）將會由2020財
年的 10.4%降至 4.7%，明年則降至
2%。

標普確認香港長期信貸AA+評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華
人置業（0127）昨日有異動，股價最
高曾漲43%，高見3.12元，其後升勢
略為回落，但仍升33%，報2.9元，股
份早上約10時停牌，以待刊發一份有
關該公司內幕消息及根據證券及期貨
事務監察委員會刊發《香港公司收購
及合併守則》的公布，惹來市場猜測
或有意私有化。
華置主要股東劉鑾雄和其妻子、行
政總裁兼執行董事陳凱韻(人稱甘比)近

排密密沽售恒大股份，連翻減持之
後，其持股量已降至低於5%，並低於
須申報股權門檻水平，日後減持毋須
公開申報。

每股資產淨值12.99元
根據華置截至今年6月中的中期報告

顯示，其每股資產淨值為12.99元，與
昨日停牌前作價2.9元比較，有相當大
的差距。回顧過去幾年，華置持續出
售物業予劉鑾雄，當中包括銅鑼灣皇

室大廈、尖沙咀THE ONE等，目前
華置仍管理以上兩個商場的營運。於
2015年華置亦將灣仔美國萬通大廈出
售予恒大。
華置於年報披露，租金是該集團的

主要收入來源，現時在港持有的收租
物業有銅鑼灣地帶、夏慤大廈等，在
內地的投資物業則有北京希爾頓酒店
以及東方國際大廈，後者為北京希爾
頓酒店側的一幢樓高10層辦公樓，兩
項物業華置均佔50%權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