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場關注內地下調電費，昨日內地電力股爆發小股
災，其間對電價升跌最敏感的華電國際（01071），股
價曾急挫15%，連帶其他基金股亦受牽累，頁岩氣工程
股、風電股及通訊設備股亦一概 「插水」。在基金沽貨
下，雖然港股只有半日市，但成交達到524億元。整體
大市方面，恒指再跌105點。

全球煤炭供過於求，煤價亦疲不能興，令到過往備
受高煤價折磨的內地電力集團，經營業績大有改善，今
年首季盈利更錄得以倍計的增幅。由於業績大躍進，內
地電力股吸引基金追貨，股價在年初至今明顯跑贏大市
。然而，在享受高毛利率的同時，投資者開始關注到內
地會否啟動 「煤電聯動」機制，即電價會否跟隨煤價回
軟而下調。昨日終於打響第一炮。

內地調低農電價格
花旗發表報告，表示得悉內地有計劃在今年第三季

開始，調低燃煤電廠上網電價，估計減幅達2%。花旗
指出，基於華電的燃煤機組佔總裝機容量超過95%，故
對電價調整最敏感，電價每下調1%，明年盈利將減少
4.38億元人民幣。此外，國家發改委昨日發出通知，明
確指示由6月1日起在全國範圍內對生豬、蔬菜生產用電
執行農業生產用電價格；農產品批發市場、農貿市場用
電價格則執行工業用電價格。有關價格調整，為的是緩
解企業成本壓力，促進農產品價格穩定。

內地若減電費，電力股風光日子怕難再；在基金經
理大舉沽貨離場下，電力股昨日出現崩盤式下瀉，其間
被花旗唱淡的華電跌勢最厲害，股價一度急挫15%，低
見3.51元，收市時跌幅略為縮窄至8.7%，報3.77元，但
過去兩日已累跌18%。華能國際（00902）亦捱沽，跌
8.3%，收7.94元。

友達資產管理董事熊麗萍表示，除電價調整因素，
拖累電力股表現的，還包括市場擔心煤價或會谷底反彈
，皆因有傳內地擬禁止低質量煤進口。熊麗萍認為，電
力股目前已升至高位，估值絕不便宜，所以當市場出現
針對電力股的負面消息時，投資者寧願趁勢沽貨止賺。

凱基證券亞洲營運總裁鄺民彬相信，電力股今輪進
一步向下的空間有限，預期約再有3%至5%跌幅，散戶
不妨入貨博反彈。鄺民彬又稱，現時投資者不適宜炒作
電費下調受惠股，應等待會否有更多電費減價的消息出
現後，才入市吸納有關股份。

能源股受拖累下跌
野村指出，內地限制低質煤炭進口，以及潛在電價

下調，都不會對電力股有太大影響，近日跌勢過分反映
上述因素，認為現時的股價弱勢，提供良好的收集機會
。瑞銀稱，即使內地限制煤炭入口，但對在岸煤價影響
有限，而電廠仍然有不少其他渠道入口低品質煤炭。內
電股股價下跌正提供買入機會。

電力股小股災，觸動基金經理神經，紛紛沽出其他
基金股，包括風電股、頁岩氣概念股及電訊設備股等。
炒味極濃的京能清潔能源（00579），昨日股價跌6%，
低收3.12元；大唐新能源（01798）跌5.7%，收1.82元。

頁岩氣概念股亦見獲利盤湧現。過去一年由1元炒高至6
元的安東油田（03337），昨日跌5.4%，報6.03元；
TSC集團（00206）股價跌幅更厲害，挫9.3%，收2.51
元。電訊設備股亦無運行，中國無線（02369）挫12.5%
，收3.29元；比亞迪電子（00285）挫6.3%，收4.31元。

整體大市方面，恒指昨日跌105點，報23261點，國
指則跌30點，報11053點。雖然昨日只有半日市，但主
板成交仍達524億元，即使撇除銀河證券首日新股上板
，大市成交仍近500億元，反映資金有沽貨離場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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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購物市場
在香港迅速發展

2011年約有200萬人
於網上購物

146
157

187

225

271

來源：Paypal's Market Opportunity & Assessment Research

金管局副總裁彭醒棠昨日於記者會上表示，網上購
物市場在香港迅速發展，於2011年香港約有200萬人於
網上購物，涉及金額達146億元，但預期到2015年有關
金額將大增85%至271億元。而電子支付和流動支付在
全球迅速增長，預期全球今年透過電子支付的交易數量
將較09年增加一倍至314億宗，透過流動支付的交易更
大增近5倍至170億宗。

料涉十間大型支付公司
鑑於零售支付產品及服務不斷創新並日趨普及，港

府認為有需要擴大現行的監管制度。現時八達通等以實
物為基礎的儲值支付產品，受《銀行業條例》所監管；
但無實物為基礎的儲值支付產品，如PayPal、支付寶、
POLi、易票聯、財付網及快錢等等，現時並無法例監
管，而零售支付系統亦只是由業界自行監管。金管局希
望，透過修訂《結算及交收系統條例》，並增設發牌制
度，將所有非銀行的儲值支付產品及零售支付系統一併
納入法例監管範圍。

彭醒棠估計，新條例實施後，約有10間大型支付系
統需要領牌，但不願透露相關公司名字，惟指八達通未
來若要繼續營運，亦要重新領牌。現時本港以實物為基
礎的儲值支付產品，最多人使用的為八達通。至於一些
單一用途的儲值支付產品則獲得豁免，如Pacific Cof-
fee的禮物卡。在新監管制度下，客戶的儲值金額將與
營運商資金分開，並全數以香港持牌銀行擔保，或在港
持牌銀行設立信託帳戶，保障客戶的儲值資金。他透露
，目前已經有不少營運商積極與其溝通，希望透過發牌
等監管增加客戶信心，相信新法例通過後會有愈來愈多
營運商積極申領牌照。

要求八達通改善系統
對於早前八達通多扣錢的事件，彭醒棠表示，金管

局自06年起收到客戶投訴八達通扣錯錢的投訴，已與八
達通公司積極跟進，以減低再扣錯錢的機會，並作出安
排退款。他不認為八達通扣錯錢是監管力度不足，反指
是八達通的系統限制。他續稱，金管局已經要求八達通
公司作出改善，包括提升系統、加強對前線服務員及市
民的教育，並設立服務站予市民查詢。

政府擬加強香港儲值支付產品及零售支付系統的監
管制度，包括建立儲值支付產品發牌制度；制訂保障儲

值金額的要求；建立零售支付系統指定制度，賦權金管
局指定重要的非儲值零售支付系統接受其監管；以及確
立在建議監管制度下的罪行、懲處及上訴安排等。公眾
諮詢期由昨日起至8月22日止，為期三個月，並希望於
暑假後新一個立法會年度提交立法會審議。

電力小股災 華電挫一成

網上交易趨普遍 金管局擬強化監管

非銀行支付系統要領牌
近年網上購物愈趨普及，PayPal及支付

寶等第三方支付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加上八
達通最近扣錯錢事件，令市民關注政府現行
對非銀行的支付產品及服務監管是否足夠。
金管局昨日建議增設發牌制度，將PayPal及
支付寶等同類產品納入監管，屆時八達通亦
要重新申請牌照，估計約有10間大型支付系
統需要領牌。

本報記者 邵淑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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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電力股小股災（單位：港元）

華電國際（01071）

華能國際（00902）

中國電力（02380）

大唐發電（00991）

華潤電力（00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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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值支付產品發牌準則
●於香港註冊成立公司，並在香港設有辦事處

●主要業務必須為發行多用途儲值支付產品

●最低實付資本要求為2500萬港元

●儲值金額必須與機構的資金分開，並全數以保障措
施支付

●持牌銀行無須另外申請

●單一用途的儲值支付產品，如店舖的禮物卡等亦不
需申請

八達通出錯事件簿
2013年5月

2010年7月

2007年2月

八達通透露，於09年至今出現78萬宗扣錯
錢個案，多扣款項高達約770萬元。

八達通將240萬個日日賞用戶個人資料給予
兩間保險公司，用作推銷保險。

八達通公布，發現2006年12月5日至2007
年2月3日期間，在兩鐵以易辦事增值的個
案中，出現571宗扣錯錢個案，無限期停用
兩鐵易辦事增值。

德盛安聯亞太首席投資總監陳致強
於記者會表示，目前香港和內地股市已
見底，估值落後於亞洲區內，有一定吸
引力，加上今年企業盈利會回升，對兩
地股市仍然樂觀，並看好金融及公用事
業股，但看淡消費及原材料股份，預料
有關行業短期內仍會受到高端消費放緩
影響。對於日本持續推行量寬措施，令
市場預期日本股市會持續上升，他相信
本港投資者今年對投資日股的需求會繼
續上升。

陳致強表示，目前香港和內地股市
估值均落後於亞洲區內，當中，中國
MSCI的2014年預測市盈率為8.8倍，恒
指的預測市盈率為10倍，兩者均落後於
區內整體平均11倍水平。企業盈利方面
，他預期亞洲明年整體增長為12%，而
兩地股市企業盈利增長則為10%至12%
，並預料升幅逐漸增加。他指，雖然香
港和內地股市未來的走勢仍取決於政策
層面，但單純以基本因素而言，兩地股
市理應能追上區內，甚至較亞洲的估值
出現溢價，並看好金融及公共事業類
別。

他補充，目前尚未見到資金大幅轉
向流入債市，預期未來6個月，資金將
繼續流入股市及固定收益產品，因債息
呈向下趨勢，吸引力較低。他又預期，
下半年本港的IPO市場會更為活躍，有
望帶動整體大市成交量。

他又指出，於過去數個月，美元相
對日圓及歐元走強，主因美國經濟改善
，及美國股市創新高，不過，美元走強
並未能令港股受惠。

他認為，美元必需穩定才能令亞洲
股市有較好的表現，資金才能流入本港
。日本方面，他稱，至今尚未見到資金
流出日本，因海外資產收益率已不再吸
引，相信市場的焦點將會重新放回日本
股市。對於日本政府重申積極對抗通縮
，他相信日圓於未來數年進入新一輪結
構性下滑周期，並認為日本央行未來會
有機會繼續買債，故要留意日本的公債
收益率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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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金管局）

建議中的法律框架
現行監管制度

《銀行業條例》多用途儲值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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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監管制度

修訂《結算及交收系統條例》
確立儲值支付產品和

零售支付系統的監管制度

發牌制度

實物儲值
支付產品

虛擬儲值
支付產品

指定制度

零售支付
系統

大額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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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黑色暴雨警告影響，首日掛牌的銀河證券（
06881）延至下午1時掛牌，上市儀式則順延至今日與
中石化煉化（02386） 「撞期」同期舉行掛牌儀式。
銀河證券首日升6%，收報5.62元；期間更曾升11%。
不計手續費，每手帳面賺160元。股份全日交投量達
4.68億股，總成交約26.79億元。有分析指，中石化煉
化首日股價走勢或與銀河證券相若。

中石化煉化將於今天登場，輝立交易場暗盤開報
11元，最高11.4元，最後收報11.08元，較招股價10.5
元高5.5%。以每手500股計算，一手最多賺290元。中

石化煉化公開發售部分超額認購29.31倍，公司啟動
回撥機制，令在港發售部分增至9960萬股，一手中籤
率百分百。股份以近下限10.5元定價，集資淨額
136.66億元。

鷹君（00041）公布，就有關分拆上市的朗廷酒
店投資（01270），由於昨天上午本港懸掛 「黑色」
暴雨警告訊號，故未就建議的全球發售開始辦理及截
止辦理申請登記。因此，合資格股東遞交藍色申請表
格的最後時間延至今日中午12時正。

銀河證券首日升6%

按新發牌準則，若要在港經營儲值支付產品及服務，必
先於香港註冊成立公司，並在香港設有辦事處。若無牌經營
被刑事起訴，有機會罰款100萬元及監禁五年；如向金管局
提供虛假文件資料，則須監禁七年，以及同樣罰款100萬元
。但業界質疑，面對跨境公司，金管局實難以執法。

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會長方保僑表示，要監管境外支付機
構有難度，因不同國家的法律司法制度不同，港府難跨境執
法。他舉例指，港府一直表明要打擊垃圾郵件，但對境外發
出的垃圾郵件卻束手無策。對於跨境執法的問題，彭醒棠表
示，若果發現有營運商無牌經營，會聯絡營運商註冊地之監
管機構，及其於本港的協助機構，以停止相關營運商的服務
。此外，金管局亦可通知公眾有關營運商屬於無牌，相信有
關安排已經足夠。

境外支付公司難執法

▲港股昨日只得半日市，恒指跌105點

▲▲近年網上購物大近年網上購物大
行其道行其道，，預料今年預料今年
本港網上購物金額本港網上購物金額
接近接近200200億元億元

▲▼本港八達通曾出現多次扣錯錢事件

例如：
八達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