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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股第三季表現令人失港股第三季表現令人失
望望，，累瀉逾累瀉逾44千點千點。。 中新社中新社

港股上季瀉4252點 6季最差
憧憬內地放水振經濟 或利好末季表現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岑健樂）英國保誠9月
30日公布招股結果，公開發售部分，錄得超額
認購0.43倍，一手中籤率100%。每手50股，
每股定價143.8元（港元，下同），集資淨額
約185億元。
其他新股方面，消息指檸萌影視計劃在香港
上市，籌資約3億美元，中金公司和摩根士丹
利為聯席保薦人。另一方面，和譽開曼9月30

日起至下周三公開招股，發行約1.4億股，其
中 10%在香港公開發售，招股價介乎每股
12.16元至12.46元，集資最多約17.5億元。以
一手2,000股計算，入場費約為25,171.12元，
該股預期於10月13日在主板掛牌。摩根大通
與摩根士丹利為聯席保薦人。綜合多間券商顯
示，該股暫錄得約2億元的孖展認購，錄得足
額認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黎梓田）新世界發展截至
6月底止年度業績，期內股東應佔溢利升6.9%至
11.72億元（港元，下同），扣除投資物業公平
值變動等基本溢利上升5.9%至69.78億元，每股
盈利0.46元，末期息派1.5元，同比升1.4%，全
年派息2.06元。集團期內收入682.33億元，按年
上升15.6%，非核心資產出售約為180億元，新
世界發展行政總裁鄭志剛指，未來會維持每年出
售80億至100億元的非核心資產。
業績報告披露，集團期內收入升15.6%至
682.33億元，當中來自物業發展收入為225.81
億元，來自物業投資收入為47億元，道路業務
收入為30.33億元，建築業務收入為220.74億
元，保險業務收入為96.39億元，酒店營運收
入為8.07億元，其他業務收入為53.96億元。

去年售180億非核心資產超標
集團於香港物業發展收入包括合作發展項目
為77.61億元及分部業績為34億元。物業銷售
貢獻來自柏巒、瑧尚及瑧樺等住宅項目。去年
香港應佔物業合同銷售金額為約424億元，超
越200億元的年度香港合同銷售目標，主要來
自住宅項目柏傲莊、傲瀧以及甲級寫字樓項目
荔枝角道888號。新盤部署方面，集團將陸續
推出港鐵黃竹坑站上蓋項目以及啟德合作項
目。
截至6月底，集團在香港的待售住宅單位合
共111個，當中由集團銷售團隊主理的項目住
宅單位佔73個。集團中國內地整體物業合同銷

售金額為約202億元人民幣，亦超越全年目
標。集團去年非核心資產出售約為180億元，
超越130億至150億元的全年目標。鄭志剛
指，未來會維持每年出售80億至100億元的非
核心資產。

K11業務大升未來仍看好
被問及旗下商場表現，鄭志剛表示，非常高
興見到在政府及市民的努力下疫情受控，市民
大多數出街食飯消費，亦帶動投資收租物業
K11的業務表現。香港方面，K11全年整體業
務大升57%；內地K11整體業務亦上升63%，
增長非常強勁。而K11整體租金收入理想，預
計2022財年租金收入，香港預計升兩成以上，
而內地則有三成以上。

新創建全年溢利勁增3.5倍
同系新創建9月30日公布截至今年6月底止
全年業績，核心業務應佔溢利為42.24億元，
按年增34%，應佔經營溢利52.26億元，按年
增49%；股東應佔溢利為11.47億元，按年增
3.53倍。派末期息0.3元。
新創建行政總裁馬紹祥表示，過往幾年集團
一直打「逆境波」，但對現時內地及香港經濟
復甦充滿信心。集團旗下富通保險申請內地牌
照方面已進行預審，望今年年底或明年初能完
成。被問及會否分拆富通保險上市，馬紹祥
指，分拆富通保險上市屬言之過早，現階段專
注申請內地牌照為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香港保監局9
月30日公布2020年香港保險業務統計數字，年
內毛保費總額較2019年上升2.5%至5,813億元
（港元，下同），但由於疫情封關缺乏內地客
戶，2020年新造個人人壽業務的保單保費大跌
20.9%至1,196億元，新造保單數目共100萬
份，按年減少23%。

去年新造壽險保費大跌21%
年內，有效長期業務的保單保費總額微升
2%至5,215億元，其中個人人壽業務保費依舊
佔據市場最大份額，全年增加4.2%至4,586億
元，佔總保費的87.9%，涉及的保單數目共
1,370萬份，淨負債達26,694億元。
但新造業務方面仍大受封關影響，新造個人
人壽業務的保單保費達跌20.9%至 1,196億
元，其中非投資相連業務跌23.4%至1,068億
元，惟投資相連業務反升8.8%至128億元。

一般業務方面，毛保費及淨保費分別為599
億元及405億元，分別上升8%、7.3%，承保
利潤則大幅提升1.6倍，改善至23億元。

與金管局查察保費融資業務
此外，香港保監局與香港金管局9月30日發
布聯合通函，列出兩間監管機構對長期業務保
險公司和持牌保險中介人（包括銀行）就保費
融資業務進行聯合查察的主要結果，這是兩監
管機構首度進行此類行動。
香港保監局行政總監張雲正指出，保費融
資涉及槓桿借貸和利率上升帶來的風險，極
有可能在保單產生的非保證收益低於預期時
導致回報減低甚至錄得虧損。投保人的利益
必須獲得充分保障。金管局總裁余偉文稱，
未來將繼續緊密合作，監察市場發展並提升
業界操守標準，以加強保障投保人及銀行客
戶的利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周曉菁）香港政
府研究是否把強積金（MPF）自動，甚
至強制轉為公共年金，業界對此意見不
一，香港投資基金公會行政總裁黃王慈
明9月30日於記者會回應，公共年金可
以是選擇之一，但不應該是唯一產品，
建議政府應審視現有法規，為業界在產
品結構上提供更大彈性。政府考慮是否
將強積金自動或強制轉為年金，當局不
如重新審視強積金制度。強積金制度已
實施逾20年，法規較着重累積期，而針
對提取期則未有完善框架，導致業界在
開發提取期產品時缺乏彈性。

基金公會：宜審視強積金制度
她舉例指出，參考其他國家的經驗，
英國也曾實施過強制轉成年金的做法，

但隨後也改制，故年金不應該是強積金
的唯一出路。

滙豐：債券南向通料慢熱
另一邊，「債券通」南向通開通數
日，首日成交較預期略少，市場擔心時
日漸長後，投資者使用意慾是否也會遞
減。滙豐證券服務董事總經理兼中國業
務發展及客戶管理總監王偉全認為，開
通初期的投資者集中在銀行機構，但隨
着交易時段延長、貨幣種類豐富、機制
日益成熟，相信未來成交額也會逐漸增
加。

平台漸提升後將吸引使用
黃王慈明補充，就海外投資者而言，
很多人也會選擇「債券通」北向通，產
品種類是考慮之一，但運作流程是否順
暢也至關重要。南向通平台逐漸提升
後，也將吸引更多投資者使用。她希
望，若南向通的產品選擇愈來愈多，對
內地機構投資者一定是一件好事。
談及恒大債務危機時，南方東英資產
管理高級執行董事兼產品及客戶策略部
主管王辰認為，無須太過擔心恒大事件
對整個內地金融市場產生巨大衝擊，甚
至對香港市場有連鎖反應。她直言業內
人士對內地房企債務出現危機並不感到
意外，因內地嚴控樓市多時，去年底的
「三道紅線」更是趨嚴，個別房企產生
嚴重債務危機都僅僅是個案。

港保監局：封關影響保險業新造業務

新世界全年多賺6.9% 增派息

檸萌影視傳擬港上市籌23億

期內中國內地多個行業接連推出
多項監管措施，相關板塊在第

三季都有顯著跌幅，包括科技股、
教育股、內房股及濠賭股都輪流下
挫，恒大系更因債務危機不單系內
股份大挫，連帶一眾金融股也下
跌，也打擊了投資氣氛。9月30日公
布的內地9月份官方製造業採購經理
指數(PMI)降至49.6，跌穿50中線，
表現遜市場預期。
第三季表現最差藍籌是金沙，跌幅
達51%，等同被腰斬；瑞聲及銀娛緊
隨其後，跌幅同約36%；至於「AT-
MX」四大科網股跌幅也介乎21%至
35%，是拖低大市的火車頭。但期內
仍有多隻藍籌逆市上揚，當中創科累
漲近15%稱冠，蒙牛及比亞迪分別升
6.8及4.7%。

港股大跌後已回歸合理
訊匯證券行政總裁沈振盈表示，目

前全球股市的最大危機，是美股很可
能進入大型調整期，而美國的「收
水」動作也會觸動第四季股市的敏感
神經，但港股由於在第三季已率先大
跌，股票估值回歸合理水平，相信即
使美股在第四季急跌，對港股的影響
並不大，只要待美股「跌定」，港股
便可後顧無憂，正式脫離「熊市」。
不過，若美股表現仍然拖拉，預期的
大型調整暫未出現，他認為也會影響
港股氣氛，且難以在第四季完成整個
「熊市」走勢。

美股趨波動 10月料反覆
大唐資本投資策略部總監盧志明亦
表示，美股目前愈趨波動，會令港股
10 月情況也較反覆，暫時恒指在
23,500點附近應有短期承托。科技股
第三季屬重災區，恒生科指季度累積
跌幅高達25.2%或2,054點，單計9月
份科指插7.6%。

科技股9月30日繼續拖低大市，阿
里巴巴被大行調低目標價，收市跌逾
4%。小米手機被德國當局技術調查，
股價跌近3%，兩股成為表現最差兩隻
藍籌。

傳未如期還債息 恒大捱沽
人行及銀保監會召開房地產金融工
作座談會，要求金融機構維護樓市平
穩健康。富力與兩名大股東合營公司
發展地產，股價飆升17.3%，高負債
的融創亦急彈12.7%，碧桂園服務升
近6%，但據報恒大再次未能如期還債
息，恒大再跌近4%。
此外，中策9月29日出售7,000萬股
恒大汽車予結好主席洪漢文，恒大汽
車最多回調逾19%，收市仍跌近一
成，恒騰及恒大物業則各反彈4%及
2.4%。中策預期，因為恒大的投資會
令該股本年度出現近20億元的虧損，
但該股仍彈近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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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攝

港股於9月最後一個交易日回吐87點，收報24,575點，成交1,153億元（港

元，下同）。但整個第三季表現則令人失望，累跌4,252點或14.7%，是六季以來最

差，等如抹去上半年全數升幅，倒退至去年11月初水平。當中單計9月份已挫逾

1,300點。市場人士認為，港股第四季表現仍視乎美股走勢；另外，內地經濟數據欠

佳，或會提早「放水」減輕企業及銀根壓力，對第四季或是利好因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
報道）在連續18個月運行在擴張區
間後，宏觀經濟先行指標——中國
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PMI）降至
榮枯線以下。中國國家統計局9月
30日發布最新數據顯示，受限電限
產等影響，9 月製造業 PMI 降至
49.6%，低於8月 0.5個百分點，為
2020年 3月疫後經濟復甦以來首次
收縮。專家提醒，警惕雙控限產增
大經濟下行壓力，應盡快消除能
源、原材料供給增長的制約。
國家統計局服務業調查中心高級統
計師趙慶河表示，9月受高耗能行業
景氣水平較低等因素影響，製造業
PMI降至臨界點以下，但在調查的21
個行業中，有12個高於臨界點，比8
月增加2個，製造業多數行業較8月
有所擴張。中國物流信息中心分析師
文韜認為，企業生產活動放緩外在影
響因素之一就是能耗雙控政策的實
施，部分地區耗能較高的基礎原材料
企業生產經營有所下降。

需求降成本升 小企經營困難
分項指標顯示，9月製造業供需均
放緩，生產指數和新訂單指數降至收
縮區間，新出口訂單指數連續五個月
位於收縮區間，通脹壓力攀升。此
外，大型企業PMI微升並高於榮枯
線，中、小型企業PMI均下降且處於
收縮區間。調查結果顯示，小型企業
中反映原材料成本高、資金緊張、市

場需求不足的比重均超過四成，部分
小型企業生產經營面臨多重困難。

下行壓力增 料延續寬鬆幣策
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
研究員張立群分析指出，訂單類指數
繼續下降，反映需求不足為最突出困
難的企業達調查企業的三分之一以
上，表明需求特別是內需不足的問題
進一步發展；與此矛盾的是價格類指
數繼續提高，表明非市場因素導致的
結構性供求缺口仍未消除。受需求不
足和成本上升的雙重擠壓，企業的預
期不好，生產經營活動預期指數明顯
下降；生產指數、採購量指數等生產
經營活動指標繼續下降，反映製造業
下行壓力有所加大。
「9月份PMI指數繼續下降，且已
低於榮枯線，表明經濟下行壓力加
大。」張立群建議盡快加強擴大內需

的實效，消除能源、原材料供給增長
的制約，着力改善企業發展環境，推
動製造業持續回升向好。
浙商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超團隊預
計，PMI持續回落表明經濟下行壓力
較大，預計年內貨幣政策延續寬鬆，
仍有降準及定向降息。
同日公布的9月財新中國製造業採
購經理指數（PMI）為50%，較8月
回升0.8個百分點，恰好落在榮枯線
上，但仍是疫後復甦以來次低。財新
智庫高級經濟學家王喆表示，經濟下
行壓力依然較大。一方面，疫情對製
造業需求、供給、流通的影響還在持
續，海外疫情和運力緊張導致外需拖
累總需求，消費品需求疲弱，折射消
費者購買力的不足。另一方面，供給
約束凸顯，原材料價格持續高企，限
產措施亦對生產形成制約，進而擠壓
就業，並最終弱化了需求。

限電限產影響 9月製造業PMI降至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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