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公司首季僅募81億 下跌一成七
港新股集資額不及伊拉克
德勤發表報告稱，香港第一季度首次公開招股（IPO）上市數目和集資額均告下跌，

分別比去年同期下跌39%和17%，位居伊拉克證券交易所之後全球排名跌至第九。不過
德勤同時指出，市場情緒正在復蘇，有助推動潛在上市發行人於今年稍後時間來港上市
，當中有多宗龐大交易很可能自第二季度起陸續啟動。不過亦有分析認為，新股市場復
蘇或今年下半年才開始。 本報記者 房宜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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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凌志接任中電總裁
加入中電（00002

）近13年的包立賢突
然 「退位讓賢」，宣
布即將辭任總裁兼首
席執行官職務，轉而
「效力」大股東嘉道

理家族的私人公司嘉
道理父子。根據集團
內部既定規劃，現職
集團總監兼中華電力
總裁藍凌志（圖）將
接任有關職務。

中電通告指，包
立賢將於公布2013年
中期業績後，約於今年第三季辭任集團總裁兼首席執行官職
務，正式生效日期仍有待公布。包立賢將出任非執行董事，
並擔任中電財務及一般事務委員會，以及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委員。

現年56歲的包立賢，在加入中電前，曾擔任英國投資銀
行施羅德集團亞太企業財務主管，並曾在2008至2010年出任
香港總商會主席，他在2000年5月起出任中電集團總裁兼首
席執行官。至於接任職務的藍凌志，現年51歲，早於1992年
加入中電，自2010年擔任中華電力總裁，負責香港電力業務
的整體營運。

另外，港交所（00388）資料顯示，中電持續獲主席米
高嘉道理增持，3月28日增持150萬股，每股平均價67.884元
，涉資約1.02億元，好倉持股量增至18.95%。同日，兩名非
執行董事利約翰及麥高利各自申報，均按每股67.866元增持
100萬股，持股量分別升至8.86%及11.41%。

中電股價昨日逆市靠穩，尾市追高至68.85元，收報68.8
元，升0.5%。

財匯局去年接19宗投訴
財務匯報局去年接獲可跟進的投訴19宗，去年共完成調

查的個案9宗，以及繼續處理於2011年度已展開的八宗個案
。財務匯報局行政總裁甘博文表示，去年9宗調查中識別到
的審計不當行為已全部轉介香港會計師公會，以考慮是否需
要採取紀律處分，又指香港會計師公會紀律委員會於今年4
月決定對一轉介個案內，一名執業會計師及一執業法團作出
紀律懲處。

根據財務匯報局截至去年底止財政年度的年報顯示，該
局去年已檢閱的非無保留意見核數師報告為138份，與2011
年131份數目相若；已抽選作審閱的財務報表為75份，約佔
全港上市實體的5%。財務匯報局去年展開三宗查訊，並完
成一宗於2011年已展開的查訊。該局要求已完成查訊的上市
公司糾正已識別的不遵從會計規定事宜，而該上市公司亦在
其後發表的財務報表作出前期調整，修正不遵從事宜。

財務匯報局的職責是就有關上市公司可能在審計或匯報
方面的不當行為展開獨立調查，及就上市公司可能沒有遵從
會計規定的事宜展開查訊。

ANZ（澳新銀行）昨日發表報告
，指香港樓市已經出現泡沫化，其計量
模型顯示目前的香港房價已高於 「公平
價值」24%。該行認為，如果樓價持續
背離 「公平價值」，那麼樓市泡沫即可
能爆發。該行續稱，香港政府增加土地
供應量，同時建設更多公屋的策略，可
能導致香港重蹈1997至2003年的樓市災
難。

ANZ指，不管從任何角度來看，
香港樓價都已上升太快。儘管整體經濟
僅增長1.4%，加上香港政府推出一系列
抑制樓價政策，但住宅價格卻在過去一
年間上升了23%。該行表示，儘管人口
因素以及來自大陸的資金增加了房屋需
求，低利率以及房屋供應量偏低才是樓
價上漲的最根本原因，而人民幣升值可
能是導致香港樓市泡沫化的因素之一。
然而，在過去的一年中，人民幣對港幣
僅升值了1.1%。同時，各區房價均出現
飆升，也表示香港樓市已經出現泡沫
化。

該行表示，特別需要注意的是政府
的土地供應政策以及建立更多公屋及居
屋的承諾，認為在不斷變換的國際環境
中，實行不合時宜的政策，可能導致樓
市出現更大幅度的調整。該行指，雖然
近年推出的宏觀審慎措施大部分為新政
策，大量增加土地和住宅供應一直被視
為1997至2003年期間房地產價格大幅下
降的重要原因。再加上美國經濟復蘇比
預期快，相信低按揭利率的環境可能會
提前結束。如果在一個不適當的時間推
出過多房屋，可能會造成市場供過於求
，醞釀一場 「完美風暴」，對本地房地
產及整體經濟將造成嚴重影響。因此政
府必須非常謹慎地考慮並執行樓市政
策。

早前中證監宣布放寬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
（RQFII）的申請資格及投資範圍，有市場人士擔心
，RQFII擴容將消耗香港的離岸人民幣資金池，不利
市場發展。星展銀行經濟師周洪禮昨日發表文章，指
市場過度操心，認為離岸人民幣存款的增長足以抵銷
RQFII所消耗的資金，RQFII不會消耗離岸人幣資金
池。

周洪禮表示，中國資本市場在監管和透明度上仍
有大幅改善空間，不少海外投資者仍然採取較為保守
的態度，這也是為何RQFII的市場反應不是很熱烈。
RQFII於2011年底獲批後，規模擴大至2700億元（人
民幣，下同），但至今僅有700億元獲使用。這相當
於每個月50億元，剩餘額度則為2000億元。在當局不
斷加強對中國企業的監管，以及經濟復蘇的情況下，

RQFII產品的需求相信將增加。
儘管如此，即使假設剩餘額度的使用率是去年的

四倍（每個月等值200億元），這個規模依然要比
2012年第四季度的境外人民幣存款和企業債整體增長
（300億元）來得小。換句話說，新批額度將有序增
加，不會快速耗盡離岸資金池，離岸人民幣的資金增
長足以抵銷RQFII所消耗的資金。周洪禮續稱，即使
投資者需求較預期強勁，當局亦有政策空間增加離岸
資金池規模，如讓香港銀行在中國大陸銀行間市場作
人民幣融資並將其匯出境外，落實出台合格境內個人
投資者（QDII2）計劃，並將其延伸至人民幣試點，
及進一步鼓勵人民幣海外投資（ODI）等。他表示，
考慮到當局在擴大境外人民幣資金池的辦法有很多，
RQFII在消耗人民幣資金方面的影響相信是可控的。

截至2013年3月31日，11間公司於香港新上市，
總集資81.1億港元，分別比去年同期下跌了39%和
17%。然而，IPO集資總額中大陸企業佔約84%的份
額（共68.2億港元），相比去年約42%的份額，上升
了約42%。

根據德勤中國全國上市業務組分析，今年首季
IPO市場情緒持續好轉。幾乎所有的IPO交易均以高
於中間數的定價發行，其中超過三分之一的IPO甚至
以發售價格範圍的上限定價。此外，所有的IPO均獲
得超額認購，其首日平均回報率從13.38%跳升至
21.48%。主板新股的平均交易規模從去年的6.86億港
元增至8.94億港元，增幅達30%。

德勤仍看好港IPO市場
德勤中國全國上市業務組聯席主管合夥人歐振興

表示，若拿香港的IPO市場表現與全球其他交易所比
較，可能會感到失望。面對其他交易所的激烈競爭，
按集資額計，今年至今香港市場排在首五名之外，落
後於一些以往規模相對較小的IPO市場，如法蘭克福
、墨西哥和伊拉克。但考慮到第一季度市場情緒好轉
，加上內地中央領導順利換屆，德勤仍然看好香港

IPO市場的前景。
不過信誠證券聯席董事張智威則認為，雖然首季

有新股招股熱爆，靄華押業（01319）更錄得逾千倍
超購記錄，但僅屬個別例子。他強調，市場對塞浦路
斯危機將蔓延到歐元區其他國家的擔憂不斷增長，此
外A股疲弱令唇齒相依的香港股市難免獨善其身，故
對首季新股市場情緒好轉持保留態度。

多間大企業擬來港上市
進入第二季，不少潛在新股均計劃於本季展開招

股程序。市場消息稱，銀河證券及中石化集團分拆的
中石化煉化工程計劃來港上市，均計劃集資約15億美
元（117億港元）。歐振興稱，香港巿場已有大批企
業準備上巿，當中有多宗龐大交易很可能自第二季度
起陸續啟動。

張智威則坦言，多間企業計劃來港上市，但集資
額動輒過百億元，他擔心市場消化仍需要時間。此外
，由於目前市況仍不明朗，大型企業來港上市計劃有
押後可能性很大。他續稱，不過今年第三季及第四季
度隨市況改善，相信新股市場也會水漲船高。全年
來看，今年IPO市場表現或比去年弱。

控（00005）早前出售平保（02318）股份，令
市場猜測其下一步會否出售手頭交行（03328）股份
。豐昨日宣布，與交行簽訂跨境人民幣業務合作備
忘錄，鞏固和深化跨境人民幣業務合作關係。此外，
交行並已任命豐國際業務專家伍兆安為其高級管理
層成員，擔任兩行戰略合作顧問，進一步推動雙方在
國際業務方面的合作，並一舉消除市場的疑慮。

事實上，交行董事長胡懷邦早前於業績記者會上
已經透露，與豐合作良好，並會有進一步的合作。
根據該備忘錄，豐與交行將在跨境人民幣貿易融資
、支付、貸款及境外投融資、資產託管及基金管理、個
人業務、現金管理和金融市場業務等方面展開合作，
並加強訊息交流，優勢互補，共同發展。豐集團行
政總裁歐智華表示，跨境人民幣業務合作備忘錄的簽
署體現了豐與交行長期戰略合作的又一重要成果。
他續稱，通過合作，雙方可以將豐的全球網絡與交行
的境內業務優勢進一步結合，為客戶提供市場領先的

跨境人民幣服務，並進一步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至於將調任到交行的伍兆安，此前擔任豐銀行

工商業務部工商企業總監，同時亦是豐亞太區行政
總裁的大中華區業務特別顧問，具有35年的銀行經驗
，並且曾經在香港、中國內地和加拿大等多個市場工
作。交通銀行行長牛錫明表示，歡迎伍兆安加入交行
高級管理層，指兩行自2009年以來，在跨境人民幣業
務方面開展了良好合作。

出售新加坡保險資產
此外，控昨日公布，旗下豐新加坡保險與安

盛新加坡訂立協議，豐新加坡保險將出售其新加坡
的團體定期壽險及團體醫療保險業務。截至去年12月
底，有關出售業務的資產淨值為2350萬坡元，折合
1930萬美元（約1.5億港元）。控表示，出售有關
資產符合集團的業務策略，而交易有待監管機構批准
，並預計在今年內完成。

港股投資者在清明假期前入市意欲減，恒指昨
日高開後欠缺承接，全日倒跌30點收市，成交縮至
522億元，是一個半月以來最低。內銀股偏弱，拖
低大市向下。大型中資股股價長期原地踏步，機構
投資者對投資中資股意興闌珊，遂換馬本地實力股，
電能實業（00006）、中華煤氣（00003）破頂創歷史
新高。

美股再創新高，日本股市亦反彈超過2%，但港
股卻持續牛皮，跟隨滬深A股大 「玩」飄忽，導致投
資者對投資港股意興闌珊。恒指昨日高開159點後，
大戶不願高追接貨，沽貨離場的人多，入市 「坐貨」
的人少，令到指數升幅由升轉跌，最多跌84點。有報
道指內地上月新增貸款再破1萬億元，但並無為內銀
股帶來利好刺激，昨日普遍向下，是拖低大市的 「元
兇」。恒指收市時跌30點，報22337點。國指則跌52
點，報10758點。主板成交減少至522億元，較上日跌
78億元，是2月18日以來最低。

燃氣股沽壓較大
花旗發表報告看好內地銀行今年盈利前景，但無

助改變投資者對內銀股看淡態度，中信行（00998）

跌3.6%，收4.22元；工行（01398）跌0.5%，收5.34元
。投資者對中資股興趣乏然，沽貨換馬至本地實力股
份。電能逆市升1.1%，報74.55元，創歷史新高。破
位而上的，還包括電能控股公司 「長江基建」（
01038），股價升0.2%，收54.35元；中華煤氣同樣破
頂，股價升0.4%，收23元。分析員指出，這些本地實
力股的盈利堅實，派息又慷慨，股價穩步向上，讓基
金經理既可賺息，又可賺資產升值。

早前受捧的中資燃氣股，續見基金密密批量出貨
，天津津燃（01265）股價挫9.7%，收2.42元；中裕
燃氣（03633）亦要跌9.2%，收2.44元。其他 「美麗中
國」股份亦回落，大唐新能源（01798）挫3.4%，收
1.39元；天津創業環保（01065）跌3%，收2.83元。

內地加強反腐倡廉，鐘表珠寶股捱沽。東方表行
（00398）跌6.9%，收2.42元；六福集團（00590）跌
4.6%，收23.4元。內地禽流感疫症增多，醫藥股昨日
逆市造好。泰凌醫藥（01011）股價漲17.6%，收1元
；聯康生物科技（00690）漲10.1%，收0.218元。

展望後市，騰祺基金投資管理董事沈慶洪指出，
內地太多利淡消息，令到投資者對港股卻步，資金流
走至美股。整體大市市底弱，投資氣氛又差，縱然指
數能夠守在現水平，但恒指在四月份極可能會失守二
萬二，下試21500點至21300點。港交所下周一開始期
貨夜市，應注意對大市的影響。

控交行聯手拓跨境人幣業務

專家稱RQFII不耗人幣資金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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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前港股成交六周低位

◀清明假期前投資者入市意欲減，港股成交縮至
522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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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交易所名稱

紐約證券交易所

墨西哥證券交易所

倫敦證券交易所

東京證券交易所

納斯達克

法蘭克福證券交易所

新加坡交易所

伊拉克證券交易所

香港交易所

莫斯科交易所

IPO集資額
（億港元）

422.6

186.3

160.2

157.8

123.9

119.4

111.5

98.9

81.1

38.4

▼港股首季新股上市數目和集資額均告下跌，分別比去年同期下跌39%
和17% 資料圖片

香港興業2.86億購日物業
香港興業（00480）昨宣布，透過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以代價34.7億日圓（相當於約2.86億港元）收購日本物業作
投資用途。集團相信，有關收購將可擴大集團在日本的物業
投資組合，為集團帶來持續穩定及緊貼市價的租金收入。

該物業位於日本東京新宿的西新宿1丁目22番9號，包括
一塊土地，以及於其上已興建的一幢13層高名為Graphio
Nishi-Shinjuku Building的辦公樓。

根據獨立估值師DTZ採用收益法作出估值，該物業截
至2013年3月7日止，價值約37.2億日圓（約為3.067億港元）
，該物業2012年3月底止年度除稅後租金收入淨額約1.26億
日圓（約1040萬港元），較2011年度激增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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