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〇一二年六月一日 星期五A4要聞責任編輯：譚澤滔
美術編輯：李錦霞

由於市況波動，多隻新股擱置上
市計劃，昨天格拉夫珠寶（01306）
也宣布延遲上市。據彭博統計數據，
今年至今全球首次公開募股（IPO）
集資額僅589億美元，是09年以來最
少；同時，亞洲地區擱置或推遲上市
的新股涉及集資額約 20 億美元，其
中本港是重災區，單計格拉夫的集資
額，最高達10億美元。

格拉夫表示，該公司 「與廣泛的
潛在投資者就公司業務和策略進行了
高質素的交流」，但股市下滑持續成
為最大障礙，因此決定押後上市。格
拉夫重申這不影響業務擴充。早前認
購該股的投資者將獲退款。

東吳水泥今招股
不過淡市下仍有勇夫。據市場消

息透露，為中國三大電信運營商鋪設
光纖的中國優通，擬於6月中前上市
，集資約 1.5 億元。同時，內地江蘇

省綜合水泥及熟料生產商東吳水泥
（00695）今日開始招股，本月 13 日
上市，招股價介乎1 至1.28 元，每手
2000股入場費2585.81元。

值得注意的是，早前市傳東吳水
泥的集資額不多於5億元，而據昨日
公布，集資淨額僅約6510萬元，且發
售 1.25 億股中，多達 5000 萬股為行
政總裁金春根出售舊股套現。另外，
以上兩隻股份獨家保薦人均為國泰君
安。

東吳水泥集資所得，39%用作收
購吳江市合適的混凝土攪拌站；27%
用於在策略地點建立自營中轉站；
26%用於升級部分生產設備併購買新
的水泥生產設備；8%用於營運資金。

該公司於招股書強調，今年以來
水泥價格下跌，預計截至今年 12 月
底止年度，該公司毛利率和純利將受
到重大不利影響。09、10 及 11 年，
毛利率分別為7.9%、13.9%及26.3%，

淨利潤分別為1180萬元、3178.6萬元
及8694.4萬元。

首席財務官朱奇偉昨表示，預期
全年毛利率回落，但由於 「十二五」
規劃和城市化如期推進等，下半年水
泥需求及售價應可回升，有信心公司
的盈利仍在預測之內。他補充，公司
逾9000萬元貸款，多為一年期內的短

期貸款。
董事長兼執董謝鶯霞表示，近期

市況波動大，但相信公司基本面優秀
，對招股也有信心。

另外她解釋，公司上市前派息金
額多逾1億元，主要是短期無大的擴
張計劃，有足夠營運資金，故而回饋
股東。

格拉夫淡市IPO觸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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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人民幣存款連續5個月減少。金管局報告顯示，截至4
月底止存款餘額為5523.72億元（人民幣，下同），較3月底的
5543.17億元，減少19.45億元或0.4%，但跌幅明顯收窄。金管局
發言人強調，本港人民幣存款量保持平穩，連同金融機構已發
行的存款證餘額1220億元計算，總數為6743億元，較3月底的
6724億元，按月增加19億元或0.3%。

報告又顯示，4 月本港人民幣貿易結算總量為 1771.33 億元
，較3月的2273.26億元，按月大減501.93億元或22.1%。當局解
釋，人民幣貿易結算按月的升跌，主要是屬於季節性變動，雖
然4月有所下跌，但與今年首兩個月的平均數大致相同。發言人
稱，內地的跨境人民幣總算量，按月亦大減25%。

至於整體貨幣統計方面，4 月整體存款餘額為 7.75 萬億元
（港元，下同），按月增加1%。其中，港元存款按月升0.7%至
佔3.85萬億元，外幣存款升1.4%至3.9萬億元。貸款方面，整體
貸款餘額為 5.24 萬億元，按月升 0.9%，港元貸款佔 3.17 萬億元
，增幅 0.5%，外幣貸款升 1.5%至 2.07 萬億元。由於港元存款增
幅比貸款為高，港元的貸存比率由 3 月底的 82.4%，微跌至 4 月
底的82.4%。

另外，按揭證券公司發表2011年年報顯示，去年購入合共
97 億元貸款資產。整體信貸質素維持良好，截至去年底止，所
有資產類別合計的拖欠率為0.01%。當中，住宅按揭保險組合的
拖欠比率為0%，而香港住宅按揭組合的拖欠率亦低至0.02%，中
小企擔保組合的拖欠率為0.67%。

5 月開局先迎來法國政壇變天，為港股
應驗 「五窮」埋下伏線，投資者多次挨打毫
無反抗能力。及至日前傳出中國有望再次推
出大規模刺激經濟措施，消息刺激港股反彈
，可惜曇花一現，官方媒體 「潑冷水」，表
明中央陸續推出的宏觀政策措施，不會重蹈
08年4萬億元人民幣的覆轍。

月瀉11%輸光首4月升勢
埋單計數，港股 5 月戰績差勁得嚇人，

幾近把恒指今年首 4 個月的努力 「輸清」，
全月勁跌 2464 點或 11.7%，是自 1998 年 5 月
急挫13.7%後最差的5月。國企指數亦累積跌
1395 點，跌幅達 12.6%。港股總市值跌至 18
萬億元，僅僅1個月便蒸發超過2萬億元。

港股昨日早段急挫 312 點，失守 18400
點水平，在 MSCI 換馬效應帶動下，內銀股
止跌回升，牽動港股午後逐步收復失地，恒
指收市跌幅收窄至60點，報18629點，主板
成交亦增至765億元。

出現94億特大沽空金額
值得留意一點，是港股昨日出現特大沽

空金額，高達94億元，是近月來的高位，沽
空佔大市成交比例 12.3%，連續第二天越過
10%，並衝破警戒線水平，涉及沽空股份數

目達380隻。
沽空金額出現異常，是與 MSCI 指數調

整在收市後生效有關，皆因部分對沖基金或
追蹤指數基金，需要追貨甚或改變倉位，部
分或需利用衍生工具包括沽空進行對沖，其
中多達25隻股份的沽空額突破1億元。

騰祺基金管理投資管理董事沈慶洪表示
，雖然港股低位有反彈，期指的低水情況亦
有所改善，但在6月17日希臘選舉前，市場
仍然受制於政治局勢。

他續說，即月期指一度跌穿今年初低位
（18266 點），理論上現貨市場亦會跟隨下
試至18300點水平。

6月或呈先低後高格局
沈慶洪提到，待希臘選舉後市況將可明

朗化，配合6月下旬基金進行半年結，相信6
月份市況或呈先低後高格局。至於中國政策
方面，他相信中央只會推出小規模的刺激措
施，惟未必可阻止經濟下滑的趨勢，故中資
股短期較難有運行。

不過，獲 MSCI 中國指數上調權重的內
銀股，昨日跑贏大市，建設銀行（00939）尾
市追高至5.43元，收報5.38元，升2.5%。工
商銀行（01398）最後一分鐘更抽高 1.5%至
4.72元，中國銀行（03988）見3元高位止步
，收報2.99元，升1.7%。

歐債危機憂慮持續升溫，出口股首當其
衝，利豐（00494）推低至 14.24 元收市，跌
近6%，是表現最差的藍籌股。被MSCI剔除
的中芯（00981）異動，暴挫13%至0.26元收
市。

港人幣存款連跌5個月

五窮月五窮月1414年最慘年最慘
港股勁跌港股勁跌24642464點點

希臘大選後合組聯合政府失敗
，市場憂慮其脫出歐元區，加上西
班牙債務危機逐步浮面，資金流入
美元避險，美元匯價顯著抽高，期
油下跌，貴金屬商品亦急挫。其中
，金價 5 月份累跌約 6%，為年內最
大跌幅，也連續四個月錄得按月下
跌，是自 1999 年 8 月以來最長的跌
勢。

倫敦現金價昨早段微升 0.2%，
現報每盎司 1566.07 美元，年初至今
金價僅升0.2%，紐約8月期金上日窄
幅波動，現報每盎司 1566.9 美元。
分析指，貴金屬長線仍向好，短期
仍會受制於美元走勢。

其他貴金屬方面，白銀微升
0.4%至 28 美元，但按月連跌 3 個月
，鉑金單日升近1%至1412.71美元，
亦連續 3 個月跌市，兩者均創 08 年
以來最長跌勢。另外，鈀金5月大跌

11%至 610 美元，創去年 9 月以來最
大單月跌幅。

油價跌至7個月低位，市場揣測
美國原油庫存水平升至 1990 年來最
高，加上西班牙爆債務危機，歐元
下跌，拖累油價。紐約7月期油跌至
每桶 87.27 美元，倫敦布蘭特 7 月期
油周三跌 3%至每桶 103.47 美元，創
去年12 月16 日以來最低收市。總結
5月紐約期油累跌16%，創08年底以
來最大單月跌幅，布蘭特期油按月
挫13%，跌幅為近兩年最大。

除日圓外，美元兌主要貨幣造
好，美匯指數高見 83.11，是 2010 年
8 月以來新高，累計 5 月大升 5.5%，
美元兌日圓按月貶值 1.6%。歐元兌
美元按月貶值6.4%，創近8個月以來
最大跌幅，澳元及紐元分別貶值
5.7%及 7.9%，南非蘭特表現最差，
單日貶值近9%。

今年的 「五窮月」港股差勁得很
，藍籌全軍覆沒，即使表現最好的華
潤電力（00836），整個月埋單計算
，仍跌 0.85%；有 4 隻藍籌跌幅更超
過兩成。

縱觀各板塊，以公用股及地產股
抗跌力最強。藍籌股中，華潤系的華
潤電力及華潤置地（01109）表現最
好，惟兩股全月仍分別跌0.85%及2%
。表現最佳的藍籌，前 10 位跌幅介
乎4%至6%。

表現最差的藍籌，有4隻跌幅逾
兩成。聯通（00762）的 3G 業務在 4
月出現增速放緩，遂遭洗倉，是表現

最差的藍籌，一個月大跌 22.75%。
倒數第二名的思捷（00330）未扭轉
頹勢，續瀉21.88%。

國指成份股的表現稍優於藍籌股
，起碼仍有兩隻股份 「生還」，包括
華 能 國 際 （00902） 及 青 島 啤 酒
（00168） ， 全 月 股 價 分 別 上 升
7.17%及 3.29%，惟升幅未能突破雙
位數。

比亞迪（01211）因發生電動車
事故而遭拋售，拖累全月股價急瀉達
22.84% ， 不 過 仍 稍 勝 廣 汽 集 團
（02238）一籌，後者全月挫 23.58%
，為5月表現最差國指成份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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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債危機一直未見緩解，投資者憂慮希臘脫離歐元區，加上
憧憬中央大規模刺激經濟的好夢落空，港股迎來14年以來 「最窮
」 的5月，全月累積急挫2464點，跌幅達11.7%，幅度為亞洲最
大。港股總市值跌至18萬億元，1個月蒸發逾2萬億元。MSCI
指數調整昨收市後生效，沽空盤蜂擁而上，沽空額佔大市比重再
衝破警戒線水平。證券業人士指出，期指低水略有改善，撇除派
息除淨因素，實質高水逾百點，但希臘選舉結果將掣肘後市，港
股短期或下試18300點。 本報記者 李潔儀

環球不明朗 油金匯齊挫

潤電最佳藍籌仍跌0.85%

▲港股5月戰績差勁得嚇人，幾近把恒指今年首4
個月的努力 「輸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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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2012
2011
2010
2009
2008
2007
2006
2005
2004
2003
2002
2001
2000
1999
1998

按月變動
-11.7%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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