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身兼行政會議成員的張震遠持股的港商交所，日前
宣布放棄ATS供應商資格，事件備受社會關注，及不少
揣測。對於個別媒體的 「傳聞」報道，張震遠昨日發表
聲明，表示就港商交所宣布自願放棄由證監會批發的自
動化交易服務（ATS）供應商資格一事，引起社會關注
他個人及港商交所的財務狀況，以及事件對他從事公職
的影響，因此之故，需要作出多項說明。

詹培忠澄清報道「搞錯咗」
首先，有報道指張震遠獲得 「挺梁」大地產商借出

逾億元款項，以及拖欠前立法會議員詹培忠借款至今並
未償還。張震遠承認，於港商交所籌備期間，曾於2010
年12月14日向詹培忠借款800萬元，但港商交所已在一
個月內，即2011年1月11日全數清償。另外，對於有媒
體引述詹培忠表示張震遠 「仍未還錢」，詹培忠昨日接

受查詢時亦澄清，有關媒體 「搞錯咗」，他重申張震遠
早已清還所有欠付款項。

個人及商交所無任何債務
此外，張震遠在聲明中強調，他個人及港商交所均

從沒有向任何所謂 「大地產商」借款；此外，他個人及
港商交所現時並無任何債務，而他及商交所所有財務及
資金安排皆合法，亦合乎市場上一貫商業處理方式。

張震遠稱，港商交所決定自願放棄ATS供應商資格
，正如較早前指出，是希望重新部署未來業務策略，加
強能力，增加資源，以應付未來數年發展需要，並滿足
監管的財務條件要求。雖然港商交所停止進行交易，但
會繼續運作，並會保留現有員工，積極發展新產品；同
時，港商交所會在適當的時機重新申請ATS資格以推出
新產品。

就從事公職的影響，張震遠表示，他個人秉持為社
會服務的宗旨，擔任多項公職，一貫以嚴謹的態度，按
各項公職所屬機構的要求，作出利益申報。他重申，非
公職的商業業務，與公職完全無關，所以不會影響在公
職上的職責。

張震遠接受電台查詢時表示，並無聽到有人提出任
何證據，指出他的營商行為會影響公職，亦無利益輸送
，他深信公職不受個人營商影響。

iBond認購人數料增三成

公職按要求申報不涉利益輸送

張震遠：從未向地產商借貸
就有報道針對香港商品交易所放棄自動

化交易服務（ATS）供應商資格，指傳聞港
商交所主席張震遠向 「挺梁」 大地產商借逾
億元款項，及拖欠前立法會議員詹培忠巨款
，但張震遠昨日發表聲明，表示從未向大地
產商借款，亦清還詹培忠800萬元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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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商品交易所交回自動化交易
服務供應商牌照，前商務及經濟發展
局局長馬時亨昨日出席傑青活動時表
示，2005至2006年時任局長期間，曾
與張震遠見面聽取介紹商交所的理念
，他認為 「值得鼓勵」，遂將張震遠
的計劃交到證監會，之後便沒有再跟
進。馬時亨稱，身為財經界人士或前
政府官員，對商交所業務最終未能成
氣候，感到唏噓，但認為今次事件不
影響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形象及香港政
府的威信。

對於張震遠被指財政困難，馬時
亨謂 「生意有少少挫折時有發生」，
張震遠素來是一名有操守、有能力及
有分寸的人，相信他不會讓個人財務
問題影響公職。

馬時亨強調，張震遠從未曾向他
借錢，雖然財務問題若惡化至一定程
度會影響公職，但他認為在現階段並
不覺得張震遠需要辭職。他又稱，對
上一次與張震遠會面時，談過黃金買
賣合約，張震遠曾經透露其公司做石
油合約的構思。

馬時亨：張震遠毋須辭公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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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圍股市屢創高位，但港股在23000點水平持續反覆
，欠缺上升動力。展望本周，分析員預期，雖然美股、
滬深A股上周五大升，恒指周一料可造好，但要視乎A股
今天表現。港股短線仍未能擺脫上落市格局，料在現水
平橫行。滙豐周四會公布中國製造業數據，將會對本周
後期市況造成影響。

港股在4月18日觸底21423點後，今輪反彈浪受制於
23400點水平，近日上升動力明顯轉弱，並有反覆回軟迹
象。分析員指出，恒指2月4日見即市頂部23944點，創出
今年指數高位後，當日高開低收，倒跌36點；翌日2月5
日，指數大幅低開低走，跌逾500點，遺留23637點至
23406點的裂口，至今未能完全補回。基於現時證券界普
遍相信，除非恒指能夠上穿24000點，否則大市現階段只
屬於上落市。故此，在突破24000點前，2月初的下跌裂
口是非常重要的阻力區，當恒指升至該區間時，許多投
資者不敢過分進取追貨，導致近期恒指無法升穿23400點。

回顧過去一個月，港股是日本股市以外，表現最佳
的市場，累積升幅達到7%，相對於韓國股市3.2%升幅，
新加坡股市4.7%升幅，存在相當大差距。由此可見，港
股跑贏許多市場，所以部分資金調離港股，轉炒其他市

場。在缺乏新錢下，較難支撐港股出現單邊升市。
展望本周港股，上周五美股、滬深A股造好，將利

好港股今天表現，除非大市短線能夠升穿23500點，否則
無改上落市格局。另外，投資者須注意滙豐於周四公布
的5月份中國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初值，該數據料會對左
右短線大市走勢。港股上周五收報23082點。

港股短期難擺脫上落市

配售形式上市股份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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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日開市價

0.41元

4.70元

0.42元

5.00元

累升

+376.6%

+226.9%

+104.8%

+70.8%

雖然第三批iBond的推出日期未定，但已有證券
商搶閘推優勢吸客。經過過去兩年iBond的推售，免
佣、免息、免存倉及免按金已差不多是業界吸客的例
行優惠。耀才證券行政總裁陳啟峰表示，今年該行推
出 「保證回購價」優惠，保證以105.5元向客戶收回
iBond。他透露，去年約有6000人經該行認購，今年
估計將增至1.2萬人。

陳啟峰表示， 「保證回購價」只適用於特選客戶
，如是舊客戶需全年佣金開支達5000元，新客戶則需
過去一個月的佣金開支達500元。優惠設限，他解釋
，是希望吸納交易活躍的客戶，如去年所吸納的100
名新客中，約兩成為活躍客戶，希望今年可提高至八
成。至於回收後的iBond將如何處置，他表示，接貨
後將用作現金儲備，除非iBond價格急升才會沽出。

券商回購保證105.5元

新股市場升溫，中石化煉化工程（02386）及銀河
證券H股（06881）將於本周三及周四陸續登場，合共
集資約222億元。相對於公開發售新股，以配售形式上
市的股份，今年上市首日以來表現理想。騰祺基金管裡
投資管理董事沈慶洪表示，由於市場熟悉配售上市的公
司，且配售價為市場預留水位，故平均表現較為理想。
而公開發售新股表現則視乎市況、最終定價等因素決定。

今年配售上市的新股，累積升幅平均近200%，其
中最大累積升幅高達376.7%。沈慶洪稱，配售上市的新
股股份較為集中，市場資金容易推動股價，股價較易炒
上。此外，上市股價表現主要取決於公司是否為市場預
留足夠水位。配售上市股份均以一定折讓價進行配售，
為投資者預留水位。

另邊廂，中石化煉化工程及銀河證券招股熱爆，公
開發售均錄得28倍超額認購。不過沈慶洪表示，由於兩
隻重磅股集資金額較大，或較難出現早前新股首日表現
大幅上升30至40%的情況，他預計兩隻新股首日升幅介
乎高單位數至10%之間。

此外，擬以 「合訂證券」形式上市的朗廷酒店（
01270）正在招股；新世界發展（00017）以合訂單位形
式分拆的NW Hotel Investments，市傳或於6月底前上
市。沈慶洪稱，分拆酒店及地產項目可以讓投資者以定
期收息，不過由於類似公司估值及定價較為進取，要考
慮上市後股價表現。

萬都今招股
萬都中國（01356）將於今天起至本月23日開始公

開招股，每股招股價介乎6.8元至8.6元。每手500股，計
及手續費每手入場費4343.35元；本月31日在主板掛牌
。德意志證券亞洲為獨家保薦人。公司執行董事兼行政
總裁Shim Sang Deok預計，截至今年及2014年12月末
的資本費用約為4.81億元及6.56億元人民幣。

配售上市股價勝IPO

《第一財經日報》引述市場消息指，
全球最大多晶硅集團協鑫集團繼擁有上市
公司保利協鑫（03800）後，正計劃分拆
電力業務在港借殼森泰集團（00451）上
市，估計此舉上市的電力資產估值約10億
元。據悉，借殼森泰集團上市的時間有望
為9月至11月，現正進行準備路演、引入
基礎投資者等工作。

早於今年4月協鑫集團董事長、保利
協鑫主席朱共山已與森泰集團訂立 「不具
法律約束力的諒解備忘錄」，將 「朱氏家
族信託」所持有的太倉港發電廠、蘭溪電
廠及國華太倉電廠三座發電廠出售給森泰
集團。

從事印刷線路板製造及銷售的森泰集
團4月公布，與賣方訂立無法律約束力之
諒解備忘錄，擬作價不低於50億元收購目
標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公司將以發行新
股及現金方式支付，代價之現金部分須經
過諒解備忘錄各訂約方互相同意。代價股
份之發行價經同意設為以下兩者之較低者
，即每股5元或較簽訂諒解備忘錄前最後
30個交易日公司股份之平均收市價折讓
20%的價格。

香港商交所發展史香港商交所發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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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證監會交還自動化交易服務（ATS
）牌照，暫時停業，即時生效

港商交所採用999.9純金作為實物交割

港商交所總成交量突破100萬張合約

港商交所成為美國期貨業協會（FIA）
會員

港商交所獲證監會認可為自動化交易
服務（ATS）供應商，開始交易時將
至少有16家會員

En+集團購入港商交所10%股份

工銀亞洲入股港商交所

港商交所成立，旨在為亞洲區於國際
商品市場爭取更大話語權

金管局日前就新一批通脹掛鈎債券（iBond）向證
券行作簡介。雖然受立法會拉布影響，iBond未能如期
於6月推出，且未有推出時間表。但市場相信，新一批
iBond上市後表現應十分理想，料認購反應熱烈，認購
人數可望較上年增加兩至三成。分析又指，環球央行持
續量寬，加上人民幣升值，iBond不失為一個可抗通脹
及避險的投資工具。

翻查資料，金管局於2011年發行至2014年到期的首
批iBond，首次派息年利率為6.08厘，第2次年利率亦有
5.07厘。但由於通脹回落，對上一次派息為今年1月28
日，年利率僅為3.38厘；而2015年到期的第二批iBond
，於去年12月24日的首次派息同樣僅得3.48厘。至於首
批iBond現時二手市場的價格為103.2元，第二批iBond
則為105.9元。

有散戶投資者認為，現時股票股息回報亦已有3厘
，還未計算股價上升帶來資產增值，那為何還要認購
iBond呢？交通銀行環球金融市場部何文俊表示，雖然
現時通脹壓力不大，但環球央行減息量寬的情況下，要
注意未來通脹壓力，因通脹預期升溫，可望推高iBond
的回報。而最近股票估值上升，亦令股息回報相對下跌
。他續稱，除抗通脹外，iBond最大的投資價格為其避
險功能，建議投資者可以現金及定存，或出售手頭部分
股票認購。但他坦言，本港散戶投資者除股息回報外，
較着重資產價格升值，故iBond一向較受機構投資者歡
迎。

事實上，雖然市場正熱烈討論債券泡沫的問題，但
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PIMCO）創辦人葛洛斯卻反其

道而行，剛於日前購入抗通脹債券（TIPS），加大債
券佔投資組合比重，並表示會繼續削減對風險資產的敞
口。他解釋，鑒於增長前景和央行已 「扭曲」資產價格
，加上預期通脹將會走高，而美元外匯存底國家需有通
脹保障，故購入TIPS。這反映了抗通脹債券的抗通脹
及避險功能。

灝天環球投資經濟及財富管理顧問陳寶明則表示，
iBond的投資價值，在於投資者對風險的取態。他指出
，iBond屬保守、長線及無甚風險的產品，是不想動腦
筋投資者的好選擇。他預期，今年本港通脹約4至4.5%
，未來更有上升壓力。他建議投資者可將手上的現金及
定存轉購iBond，但不建議投資者沽出手頭股票進而認
講iBond。

他解釋，現時內銀及REITs（房地產信託基金）的
股息回報率均較iBond為高，並無需要改買iBond。對於

去年有人建議投資者沽出舊有的iBond以認購新一批
iBond，他並不建議，指投資者會因此蝕手續費。風險
方面，若美國提前加息，債券價格將會受壓。但他表示
，iBond具避險作用，即使因息口上升而令價格受壓，
但iBond年期不長，不過兩至三年，只要投資者持有至
到期，影響不大。

耀才證券行政總裁陳啟峰預期，第三批iBond的認
購反應理想，因投資者對上市後的iBond表現有信心。
而去年第二批iBond合共約33萬人認購，他估計，今年
認購人數將增加兩至三成。他又指，首批iBond推出時
認購者以投機為主，但第二、三批iBond相信則以投資
成分為主。他解釋，隨着最低工資的調升、人民幣升值
及多國央行進行量寬，本港通脹有上升壓力，加上第一
、二批iBond上市後價格表現不錯，故會吸引投資者投
資。

▲滙豐周四會公布中國製造業數據，將會對本周後
期市況造成影響

▲左起：萬都中國非執行董事Chung Frank Kun、
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Shim Sang Deok、執行董事
兼財務總監Kim Hoon Tae 本報攝

▲馬時亨謂，張震遠是一名有
操守、有能力及有分寸的人

▲張震遠表示，他的營商行為無利益輸送
，他深信公職不受個人營商影響

張震遠回應質疑
●2011年已全數償還向詹培忠借取的800萬
元款項

●他個人、港商交所從未向任何 「大地產商
」 借款

●現時他個人、港商交所並無任何債務

●非公職的商業業務，與公職完全無關，不
會影響在公職上的職責，亦無利益輸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