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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指歷年新曆年
首日表現

年份

2013

2012

2011

2010

2009

2008

2007

2006

2005

2004

收市升／跌
（點）

+655

+433

+440

-49

+655

-252

+345

+68

+7

+225

變幅

+2.9%

+2.4%

+1.7%

-0.2%

+4.5%

-0.9%

+1.7%

+0.4%

+0.05%

+1.7%

【本報記者楊楠上海二日電】受到全球經
濟不明朗因素以及大規模企業上市融資數量下
降影響，香港IPO（首次上市集資）市場2012
年未能蟬聯全球集資額最高的單一股票市場。
不過羅兵咸永道預計，2013年本港新股上市集
資額將介乎1200億至1500億港元，按年增加
34%至67%。羅兵咸永道資本市場服務組合夥
人陳朝光相信，本港今年新股集資額或可重返
全球前三甲。

羅兵咸指出，2012年香港IPO集資額按年
減少超過65%至898億元，新上市公司數目亦按
年減少近40%至64間；主要由於外圍經濟不明
朗持續，影響投資者信心令市場對IPO興趣有
所下跌。2012年新股集資市場以零售消費品、
工業、能源及礦產相關以至金融服務為主。

羅兵咸：更多外企赴港上市
他續稱，新股表現很大程度視乎外圍經濟

形勢。隨H股來港上市門檻放鬆，預計未來
將有更多中小企業來港上市。他亦稱，相信來
港第二上市修訂將鼓勵更多外企來港上市，預
期下半年上市活動較為活躍。陳朝光稱，今年
本港或將有80宗新股上市，其中65間及15間分
別於主板及創業板掛牌。行業方面以來自零售
、消費品及服務業、金融、工業及能源等為主
。而今年集資規模較大的公司，主要來自金融
及資訊科技行業。

此外，德勤發布 「2012年香港和中國大陸
IPO統計數據」報告指出，香港已經穩守成為

全球第四大IPO募資地。該行預測，2013
年，大部分的新股主要來自中小型企業，
同時更多國際企業預期會來港上巿。德勤
稱，2013年香港總計可望有70-80隻新股

上市，募資共計1000億-1500億港元，交易量
、 交 易 額 將 較 2012 年 分 別 提 高 13%-29% 和
12%-68%。

德勤中國全國上市業務組聯席主管合夥人
歐振興稱，對2013年香港IPO市場的發展前景
持謹慎樂觀態度，認為大陸企業 「走出去」戰
略以及《中國金融業發展和改革 「十二五」規
劃》，是IPO活動適度反彈的主要推動因素。

歐振興補充指， 「香港具備潛力在2013年
再次問鼎全球前三大IPO市場之一。我們認為
近期放寬中國大陸企業的H股上市要求，會推
動部分已申請A股上市企業轉往香港主板上巿
。同時由於A股和H股的估值，因A股巿場改革
而日漸收窄，相信能夠滿足港交所上市要求的

企業，將會是部分來自當前申請等待於深圳中
小企業板、上海主板申請輪候上巿中的400多家
公司。」

德勤：A股IPO融資額降3%
展望2013年，德勤認為中國內地的IPO活

動有可能於春節之後，隨另一輪巿場改革措
施出台而回升， 「由於產業增長和業務持續運
營的變化，約20%至25%的上巿申請人可能會
撤回申請，或重新考慮其上巿策略。」

德勤預計在2013年，在市場持續轉型的背
景下，A股IPO市場前景仍然充滿挑戰，融
資額將較2012年下降3%左右，大約150隻新股
將上市募集大約1000億元人民幣，預期巿場會
關注文化產業、高端裝備製造、環保節能等七
大戰略新興行業的新股發行。

美國奧巴馬政府與共和黨幾經拉鋸，
終於取得共識，美國參眾議院先後通過法
案，暫時可避免財政墮崖。消息利好環球
金融市場，其間港股蓄勢多日後，昨日借
消息爆升。恒指在2013年首個交易日以紅

盤203點高開，並在補倉盤進場吸納下，收市
時升655.03點，收報23311點，創出2011年6月1
日以來的高位，亦是過去十個新曆年首個交易
日中升幅第二大；2009年恒指首個交易日升
655.33點。而且以恒指單日升幅2.9%計，更是
冠絕亞洲其他主要股票市場。國指則升461點
，收11897點。主板成交824億元。然而，港匯輕
微轉弱，在昨日港股交易時段曾跌至7.7524兌
一美元，跌0.02%。

恒指ADR早段破23500
美股復市後大升，早段漲逾200點，帶動

在美國上市的港股再上一層樓。ADR港股比例
指數曾經升229點，見23542點，控（00005）
ADR升1.2%，較香港收市價升1港元，見84.2港
元。中移動（00941）ADR升0.85%，折合港幣
見92.17元。另一隻重磅股中海油（00883）
ADR升1.25%，折合港幣見17.52元。

恒指突破22700點阻力位，藍籌股升勢猶
如破竹，50隻成份股全線報升，其間共有18隻
股份破位，創52周以上高位；而金融股表現搶
鏡，是升市火車頭。控（00005）股價升2.3%
，報83.2元，創52周高位；同樣創52周高位的
還包括國壽（02628），股價升6.7%，報27元。
內房股表現亮麗，華潤置地（01109）、中國海外
（00688）分別漲6.1%、3.8%，報22.4元及24元，
雙雙創歷史新高。

投資者憧憬A股今年持續反彈，可以洗脫
頹勢，令到與A股關連度高的股份受到追捧。A

股指數ETF單位價格普遍升逾4%。散戶至愛的
安碩A50（02823）升4.4%，收11.64元，全日交
投達30.77億元，是昨日最活躍的股份。市場新
寵南方A50（02822）升4.2%，報11.16元，成交
亦有13億元。持有大量A股資產的內險股升幅
凌厲，新華保險（01336）股價漲12.5%，收
33.15元；太保（02601）升7.1%，收30.7元。

大市投機氣氛濃，基本因素欠佳的鋼鐵、
玻璃股亦被炒起。鞍鋼（00347）升10.7%，收
6.29元；中國玻璃（03300）升10.2%，報1.29元
。其他基本因素較差的股份，如中鋁（02600
）股價升6.1%，報3.77元。李寧（02331）升
11.9%，收5.64元。

業界：須留意港匯動向
展望後市，群益香港研究部董事曾永堅相

信，恒指尚有上升空間，短期出現大幅回調的
機會很低。他補充稱，資金早已部署入市，但
有見於美國財政懸崖法案，才推遲入市時間；
故當美國國會通過解除懸崖方案，便一窩蜂入
市。不過，曾永堅提醒，若港匯轉弱，美匯上
升，日圓兌其他商品貨幣回升，散戶投資者便
須格外小心，可能預示資金正流出港股，屆時
恒指會有較深調整。

港股開門紅
18藍籌破頂
恒指漲幅2.9%冠絕亞洲

港股2013年開門紅。美國財政懸
崖取得階段性進展，恒指在今年首個
交易日急升655點，18隻藍籌股齊齊
破頂，見52周或以上高位，而指數漲
幅達到2.9%，冠絕亞洲市場。投資者
憧憬連續三年最 「熊」 的A股今年有
望大翻身，A股關連度高的股份大暴

漲，其間內險股升逾半成。大
市爆升，但港匯輕微轉弱，昨
日曾跌0.02%。分析員稱，市
勢轉旺，投資者不妨繼續持貨
，但港匯一旦形成弱勢，宜沽

貨止賺。美股復市後大升，港股ADR
指數早段跟隨漲229點，見23542點。

本報記者 劉豪

港IPO料可重返全球三甲

儘管港股大熱，然而進入第二日招股的兩隻新股孖展認購
卻仍舊冷淡。據7間券商統計，金輪天地（01232）及迅捷環球
（00540）累計分別借出600萬元及880萬元孖展額，相當於公
開發售未獲足額認購。不過，市場人士稱，因兩隻新股招股時
間較一般長，不排除臨近截止前資金回流炒新股，令認購額增
加。

有本地傳媒引述市場消息報道，由漁人碼頭、澳門置地酒
店及法老王宮殿娛樂場合併組成的澳門勵駿，計劃於短期內遞
交上市申請，初步擬集資約8億美元（約合62.4億港元），保薦
人為里昂。去年8月，媒體引述澳門勵駿聯席主席兼行政總裁周
錦輝表示，擬配合政府全面發展博彩以外產業的政策，投資逾
50億元將漁人碼頭重建，發展成包含文化、娛樂及會議展覽元
素的綜合項目，並坦言計劃將澳門勵駿 「走向國際化」 ，在港
分拆上市。

承接2012年升勢，港股在2013年首個交易日迎來 「
開門紅」 ，不過，花旗環球個人銀行服務投資策略及研究
主管張敏華認為，外圍市況將繼續左右港股，資金能否持
續留港，亦成為後市隱憂，預期恒指2013年目標為22700點
，僅較2011年微升0.1%，較樂觀預測亦只有23500點。

張敏華解釋，美國民主、共和兩黨達共識，避免跌入 「
財政懸崖」 ，為市場注入強心針，認為兩黨日後在稅務及經
濟改革方面，將有機會再合作。不過她直言，美國成功避過
「墜崖」 後，仍要面對舉債上限的問題，加上港股近期升勢
主要由資金帶動，企業實際盈利未必向好，故該行對恒指預
測相對保守。

至於國企指數方面，花旗估計今年目標見11740點，樂觀
見13550點，升幅區間介乎3%至19%。張敏華表示，隨中
央順利換屆，相信新領導層將維持政策的穩定性，預期今年
中國經濟增長達7.8%，A股市場將受惠商品市場復蘇，同時
有利H股表現。

在選擇投資板塊上，張敏華表示，該行看好本港地產股
，預期本港整體樓價仍有5%潛在升幅，加上地產發展商估值
便宜，表現將優於收租股。另外，她提到，內地保險股以壽
險股為首選，內銀股或仍要面對淨息差收窄等壓力，盈利前
景平穩，惟大型內銀股的優勢仍然較強。

部分破頂藍籌股
（單位：港元）

股份

中國人壽（02628）

華潤置地（01109）

金沙中國（01928）

中國平安（02318）

中國神華（01088）

中國海外（00688）

工商銀行（01398）

中國銀行（03988）

昨收

27.00

22.40

35.75

68.25

35.30

24.00

5.70

3.58

升幅

+6.7%

+6.1%

+5.3%

+5.1%

+3.9%

+3.8%

+3.6%

+3.4%

花旗：熱錢為最大隱憂

兩新股孖展認購仍冷清 2012年全球10大IPO巿場
（單位：億港元）

排名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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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0

註：按IPO募資額計，不包括封閉式投資公
司、封閉式基金和SPAC所募資金

交易所

紐約證券交易所

納斯達克證券交易所

東京證券交易所

香港證券交易所

深圳證券交易所

吉隆坡證券交易所

墨西哥證券交易所

倫敦證券交易所

上海證券交易所

新加坡證券交易所

IPO募資額

1788

1743

978

898

860

589

503

491

409

322

港股狂升655點，除持有正股的散戶喜上眉梢，投
資衍生工具的，昨日將意外獲得一筆小財，皆因不少認
購窩輪單日錄得逾倍升幅，甚至十倍升幅。以港交所（
00388）認購證為例，港交所正股升7.5%，但港交渣打
（20680）升幅竟然達到1165%，由上日0.032元，升至
0.405元；若果散戶在前一日動用一萬元買入港交渣打
（20680），在昨日收入時帳面獲利11.65萬元。港交瑞
銀（20324）認購證單日亦升747%，收報0.5元。

然而，有人歡喜有人愁，事關對於 「造淡」的投資
者來說，卻輸得一敗塗地。據聯交所資料披露，昨日總
共有118隻熊證被強制收回。除投資熊證的血本無歸，
持有認沽輪的，亦蒙受重大損失。港交高盛（17062）
認沽證則急瀉73%，報0.016元，散戶在前一日投入一萬
元買入港交高盛（17062），到昨日收市只剩下2700元
。而聯想荷合（18002）認沽證單日卻跌71%，輪價跌
剩0.011元。

118118隻熊證遭打靶隻熊證遭打靶

▲羅兵咸永道資本市場服務組合夥人陳朝光

全日最高
23317點

昨收報
23311點

開市
22860點

恒指昨日走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