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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憂易遭大戶操控 中小行成本攀升
爭議聲中 夜期今實施

在爭議聲中，港股期貨夜市今日（8日）
起實施，為每況愈下的交投慘況殺出一條血
路。港交所（00388）開宗明義打出與歐美
時段接軌、提升香港競爭力的旗幟，然而不
少業界人士卻批評交易所只為少數大行及對
沖基金服務。成交銳減致使業績走樣，港交
所開闢財路無可厚非，但持續改革卻令成本
攀升，同時也令中小型經紀行百上加斤。

本報記者 房宜萍 郭文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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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雷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撤銷股票交易其他風險警示及變更證券簡稱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公告內容的真實、準確和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
述或重大遺漏。

風險提示：公司2012年度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的淨利潤仍為負數，2012年度盈利主要來
源於公司與普寧市農村信用合作聯社流沙西信用社的債務重組。儘管公司開發的 「尚堤中央
」房地產項目已於2012年底前竣工驗收並能為公司提供2012年度和2013年度的業績，但公司
目前除該項目外，尚無後續地產項目開工，未來盈利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未來存在再次被
實施退市風險警示的風險。公司董事會提請投資者理性投資，注意風險。

一、基本情況概述
公司2007年度、2008年度連續兩年經審計的淨利潤為負數，根據《深圳證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規則》相關規定，公司股票自2009年4月23日起實施退市風險警示，公司股票簡稱由 「雷
伊B」變更為 「*ST雷伊B」。

公司2009年度經審計，實現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淨利潤為372.67萬元，扣除非經常性損
益後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淨利潤為-4,863.16萬元。經深圳證券交易所核准，公司股票自
2010年5月18日起撤銷股票退市風險警示並實行其他風險警示。公司股票簡稱由 「*ST雷伊B」
變更為 「ST雷伊」。

二、公司符合撤銷其他風險警示的條件
根據亞太（集團）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對公司2012年度財務報告出具的標準無保留意

見審計報告，公司2012年度實現營業收入30,098萬元，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淨利潤為2,606.74
萬元，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權益為35,561.35萬元，主營業務運營正常。公司不存在《深圳證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2012年修訂）》13.3.1條中規定的其他風險警示的情形，符合申請撤
銷其他風險警示的條件。經公司第六屆董事會第二次會議審核通過，公司向深圳證券交易所
提交了撤銷其他風險警示的申請。

三、公司申請事項獲得深圳證券交易所審核批准
經深圳證券交易所審核批准，自2013年4月9日起，撤銷本公司股票交易的其他風險警示

。公司股票於2013年4月8日停牌一天，於2013年4月9日起恢復正常交易。公司股票簡稱由 「
ST雷伊B」變更為 「雷伊B」，證券代碼仍為200168。公司股票交易的日漲跌幅度限制恢復為
10%。

特此公告

廣東雷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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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貨夜市今天推行，投資者 「奮戰」期指，可
以從下午5點到晚上11點。由於並非強制性參與，
投資者需要留意所屬經紀行是否能夠提供夜期服務
。信誠證券副總裁何智威認為，期貨夜市增加投資
空間，投資者可為持倉提早準備。不過，推出初期
由於沒有小型期貨產品，小本投資者需等到第二階
段才有機會加入夜期。

隔夜外圍市況往往對翌日港股有啟示性，而期
貨夜市正正可以跟蹤收市後的環球重大信息。何智
威稱，由於夜期交易時間與歐美早段接軌，投資者
可因應歐美股市的走勢，決定是否持倉過夜。金利
豐證券研究部董事黃德几則稱，夜期與日間期貨玩
法相同，不過參與的券商風險會加大。

另外，有業內人士提醒，過舊的期貨交易軟件

系統版本易生問題，投資者宜留意版本是否過舊。
信誠證券聯席董事張智威就預計，期貨夜市推出初
期，每日成交僅有日間成交一至兩成，公司交易系
統升級已經完成。業內人士提醒，新措施推出初期
的交投或比較淡靜，相信部分券商仍採取觀望態度
，未必即時參與夜期。

期貨夜市初期產品只有恒指及H股期貨，下一
階段會考慮推出小型恒生指數期貨（細期）、小型
H股指數期貨、黃金期貨、人民幣貨幣期貨及金磚
市場期貨等，令交易產品種類多元化。

另外，港交所委任兩名期貨夜市流通量提供者
（即莊家），分別是IMC Asia Pacific Limited
及新際金融香港有限公司。莊家制屬暫時性，委任
期至今年底完結。

首階段無小型期貨產品

期貨夜市細節
交易產品

交易時段

登記及結算交收

上／下限價機制

風險管理

恒生指數、H股指數期貨

下午5點至晚上11時

下一個交易日進行

正常交易時段最後成交價的+/-5%

無即日追收孖展機制。按市價計值
，虧損及按金追收將於下一個交易
日中午12時前收取

主要期貨市場成交排名
排名

1

2

3

4

5

註：按2010年統計

交易所

CME

EUREX

韓交所

NYSE Liffe

港交所

成交額（美元）

約40萬億

約20萬億

9萬億

5萬億

近5萬億

交易時數

23小時15分

14小時10分

17小時15分

20小時

5小時30分

各方對夜期立場
港交所

●投資者可因應歐美市場消息及事件對沖或調整持倉

●有助滿足環球市場未來對人民幣產品的需求

●為發展環球資產類別（包括外匯）作準備

●吸引更多歐美投資者交易

券商（支持方）
●為客戶提供更多投資門路

●便利海外投資者

●夜市反映外圍變化，減低翌日港股波動

券商（反對方）
●未參與券商可能流失客戶

●增加人力資源及系統成本

●夜市佔全日成交達四成才有利潤空間

港交所推行期貨夜市，主要建基於四個戰略及商業
考慮，包括讓投資者因應即日歐美市況進行對沖；部署
人民幣產品面對全球的發展；為發展環球資產類別提供
先決條件；以及吸引更多歐美投資者來港進行買賣。李
小加多次強調，國際主要交易所在收市後，為衍生產品
交易提供延長交易時段，方便市場進行對沖活動。同時
，未來人民幣產品將會發展為全球性產品，現行的交易
時間難以滿足境內外投資者的交易需求，開設收市後交
易時段是配合趨勢。

要求提供公正環境
對於開設期貨夜市，由港交所放風、展開諮詢，到

後期拍板推行，券商界一直有反對聲音。前立法會金融
服務界議員詹培忠表示，港交所致力發展國際交易平台
，推出期貨夜市是應該的。但要考慮為各方提供公正環
境，不能再有早前牛熊證印花稅引發的不公平競爭，所
以港交所不能 「一意孤行」。

詹培忠憂慮，隨海外投資者逐步加入，若遭大戶
惡意攻擊，相信期貨夜市上下波幅遲早會加大。境外資
本及人力等均好過本地，政府需做好全盤布局，把餅做
大。另外，本地有很多散戶參與者及經紀行，期貨夜市
開始推行令工作時間延長，需考慮本地券商現有設備、
人才等資源可否有支持。

金利豐證券研究部董事黃德几認為，在該段時期推
出期貨夜市或令投資者持觀望態度。對於一些已經在做
24小時環球期貨的大型經紀行來說，影響不大，但小型
經紀行就 「好慘」。要配合人手、設備等，相信成本會
上升，對小型經紀行來說成本壓力加大；個別券商更無
所適從。被問及會否因此而出現流失客源，他相信短期
內不會出現，不過要視乎市況發展再作定論。

交易料達日間兩成
一向支持推行夜期的耀才證券行政總裁陳啟峰表示

，港交所目前規定期貨夜市上下波幅限於5%；從過往
歷史來看，很少有如此大波幅。此外，投資者可因應歐
美股市走勢即時對沖國際金融市場風險。他預計，推行
初期交易量可達日間兩成，同時可以吸引現時有投資外
國股市的投資者參與。

港交所獨立非執董兼六福金融主席及行政總裁許照
中認為，本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發展期貨夜市是不可
違逆的大趨勢，相信夜期有利市場長遠發展。不過他認
為，本港的市場深度與海外市場，如美國等大不相同，
規模較小，加上本港夜期無現貨市場配合，難免令市場
產生疑慮，予人容易受人操作的感覺，在夜期初推出市
場時，監管機構應責無旁貸，要緊守崗位，確保夜期市
場秩序。若果市場經常將5%波幅 「玩到盡」，相信就
有需要再檢討。

近年港交所推出不少惹起爭議的改革，包括研
究重推收市競價、推行隱牌交易及收窄買賣差價等
，均令業界憂慮危害本港金融市場穩定性，而新數
據中心容許高速運算，亦被外界視為建構高頻交易
，吸引大戶及對沖基金進場，一眾中小型經紀行難
以受惠。

至於硬推延長交易時段，一下子改變行業營運
生態及習慣，更是深化華資經紀與港交所之間的矛
盾。推出兩年後，去年平均每日成交僅540億元，
按年減少近四分之一，並創06年後新低。

除了兩者關係越趨緊張之外，港交所近年推出
多項改革、升級系列，以至首次進行海外併購等，
令其經營開支有增無減。參考港交所去年度年報，
總營運開支去年升至21.15億元，創至少10年新高
，而盈利40.84億元，按年少賺10億元或兩成，則
跌至06年以來新低，其負債比率亦由以往0%，急
升至15%。由於往後與LME（倫敦金屬交易所）仍
有整合期，而投資30億元提供託管服務的數據中心
仍剛起步，相信未來數年仍是依賴高佔利潤七成的
傳統現貨及結算業務。

在禽流感威脅下，港股第
二季度首周表現確實令人失望
。展望本周，滬深A股在清明
節假後，今日將會復市，預料
禽流感利淡消息將會拖低A股
，連帶港股或會跟隨向下；但
基於恒指上周已反映禽流感的

影響，預料下跌空間不會太大
，但投資者應注視疫病擴散情
況。另外，國家統計局周二公
布的通脹、外貿數據，都會左
右大市。

美國上周五公布就業數據
欠理想，道指最多跌171點，

而港股ADR指數亦一
度跌逾200點。展望港
股本周表現，大市前景
可謂 「障礙重重」。一
方面有禽流感疫病，上
海再新增兩個新案例，
讓淡友獲得質低大市，
肆無忌憚沽空的藉口；

而滬深A股今日（周一）復市
，估計兩地股市將會受壓。A
股腳軟，港股難有 「運行」。
此外，朝鮮半島局勢亦是市場
關注點。

AMTD證券業務部總經
理鄧聲興指出，市場把禽流感
與沙士相提並論，在現階段實
屬有誇大之嫌。倘若大戶今次
借消息大幅壓低港股，或會被
一些投資者視為 「低撈」入市
買貨的機會。

他說，恒指短線在21500
點有支持，最悲觀會回落至
21000點邊緣。

個別工商舖投資者重新出動吸納平貨，再
以出售公司形式獲利。資深投資者 「物流張」
剛將上環孖沙街金德樓地舖至1樓舖位，售予
上市公司中國星（00326），成交價7633萬元
。張氏不足一個月，帳面升值15%或1033萬元
，然而新招下買舖時已要繳交561萬元印花稅
，扣除佣金後後料僅有300多萬元 「落袋」。

政府出招令工商舖炒家獲利金額大幅減少
，中國星昨傍晚發出通告指，於上周五訂立買
賣協議，購買持有上環孖沙街20至24號金德樓
地舖及閣樓的一間公司，以及收購該廈1樓物
業，總代價7633萬元。

據了解，該兩項物業總面積為3600方呎，
呎價21203元；原業主為資深投資者 「物流張
」，在上月以6600萬元購入，今次以出售公司
形式賣出物業，帳面獲利1033萬元，升值
15%。

內地爆出禽流感疫情，令飽受摧
殘的樓市再受打擊，業主割價亦未能
刺激成交。據了解，各大屋苑減價成
交俯拾皆是，不少減幅達一成，惟代
理數據顯示，十大屋苑在周末兩日只
錄得約12宗成交，繼續僅僅險守雙位
數字。一手市場成交同樣疏落，只有
約32宗成交。

政府出招以來樓市成交一直未見
起色，減價個案越來越多。市場消息
透露，沙田中心D座低層A室，建築
507方呎，實用390方呎，業主在3月中
開始放盤，當時叫價430萬元，短短兩
星期內減至380萬元沽出單位，減幅
12%。據悉，部分銀行對單位估價逾
410萬元，今次成交價較市價低至少
7%。不過原業主早在1990年入市，帳
面仍賺309萬元，升值4.35倍。

此外，將軍澳中心12座低層A室
，建築620方呎，實用467方呎，上手
業主一星期減價9%至444萬元成交；
藍田麗港城33座低層D室，原業主原
本堅持630萬元才肯沽貨，但見H7N9
疫情蔓延，接受現實減至600萬元沽貨。

yoo兩高層戶買家縮沙
雖然減價個案俯拾皆是，但買家

仍未 「心足」，周末二手成交繼續慘
淡。中原指，周末兩日十大屋苑成交
按周跌兩成至12宗，該行亞太區住宅
部總裁陳永傑稱，政府出招及銀行加
息影響，買家入市態度審慎。美聯統
計則顯示，周末十大屋苑成交量按周
跌逾三成至10宗。美聯集團（01200）

執行董事陳坤興表示，新辣招威力持
續，加上內地疫症陰霾影響，日前股
市大幅下挫，樓市面對多項負面因素
影響，交投持續疲弱。

新盤市場同樣成交疏落，綜合市
場消息，兩日各新盤只錄得約32宗成
交。市場人士透露，尚家生活銅鑼灣
yoo Residence原本兩日連預留共錄
10伙成交，但有擬買兩伙高層戶的準
買家棄購，該盤最終兩日沽8伙，但已
為周末最旺新盤。

其他細碼新盤成交亦見冷清，恒
地（00012）等發展的上車盤元朗尚悅
，兩日暫沽7伙，同區新地（00016）譽
88則有6宗成交，香港小輪（00050）
逸周末成交量為5宗。至於市區單幢
樓佐敦珀．軒及深水晉嶺，各沽1伙
。另外，長實（00001）長沙灣一號．
西九龍，以及信置（00083）等發展的白
石角玥．天賦海灣分別沽3及1伙。

金德樓舖轉手少賺500萬

周末新盤銷情
新盤

yoo Residence

尚悅

譽88

逸

一號．西九龍

玥．天賦海灣

珀．軒

晉嶺

銷售伙數

8

7

6

5

3

1

1

1▲個別二手業主主動減價，但單位仍乏人問津

疫情拖累 港股料疲軟

港交所近年改革惹爭議

▲ 港交所推
行期貨夜市
，主要建基
於四個戰略
及商業考慮

▲港交所總裁李小加近年頻頻推出改革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