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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無霸」

中國移動 A5

日在上交所掛牌，成

為2022年上交所首家

上市公司，早盤高開

9.41%，但之後卻隨

着大市向下升幅收

窄 ， 全 日 僅 升

0.52%，沒有破發。

至於滬深A股則開年

以來連跌兩日，創指

跌 近 3% 向 下 擊 穿

3,200點，滬綜指跌破

3,600點整數關口。

●香港文匯報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

5日中移動A股開盤價報63元（人
民幣，下同），相較57.58元的發

行價漲9.41%，盤中一度漲10.4%，
高見63.58元，早市收盤升幅縮窄至
3.8%，午後不斷回吐升幅，最終勉強
收紅，股價報57.88元小升0.52%，日
內換手率達54%，成交153億元。分
析人士認為，現在整體的市場氣氛還
不是很好，所以該股從高位回落也是
正常的。公司此前公布，其A股發行
價格定為每股57.58元，全額行使超
額配售選擇權情況下，預計募集資金
總額將高至560億元。據此計算，其
創出A股逾11年最大IPO，在A股
IPO融資規模中位列第五。
中國移動A股上市前夜，中國移動
在港交所公告將回購不超過20.47億

股港股股份，消息刺激中移動H 5日
最多升7.3%，雖然港股下跌1.6%，
但該股5日收報49.6港元，全日升幅
仍有3.33%。

回購港股刺激H股逆市升
中國移動董事長楊傑在上市儀式上
表示，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
入推進，經濟社會加速數智化轉型，
信息服務藍海空間廣闊。中國移動將
錨定「世界一流信息服務科技創新公
司」的新定位，全力推進新基建、融
合新要素、激發新動能，做強做優做
大數字經濟，開拓創新賦能美好數智
生活。
他強調，中國移動要奮力開創高質
量發展新局面，成為A股市場具有長

期投資價值的優秀上市公司。
至此A股已集齊中國三大電信運營
商。除中國移動外，中國聯通早已在
A股上市；中國電信自美國退市後在
去年8月亦回歸A股，其A股首日掛
牌收漲35%。中國電信、中國聯通5
日分別跌1.83%和0.25%。

A股三大指數齊跌
至於滬深A股則延續弱勢，低開低
走。截至收市，滬綜指下破3,600點，
收報3,595點，跌37點或1.02%；深成
指報14,525點，跌265點或1.8%；創
業板指也跌破 3,200 點關口，收報
3,161點，跌88點或2.73%。兩市共成
交13,051億元。風電設備、航天航
空、中藥、光伏設備、電力、電池、

半導體等板塊均重挫，前三者整體狂
瀉4%，其餘跌幅亦超過3%。兩市僅
遊戲、珠寶首飾、石油、銀行、保
險、旅遊酒店等少數板塊收紅。
方正證券指，2022年開年連續兩
個交易日，A股主要指數均出現調整
下跌。1月市場波動加大，或與投資
者行為有關，因為年初是新一輪考核
周期開始，市場風險偏好往往更高，
更容易出現調倉行為，近期市場並沒
有重大利空消息，總體看這兩個交易
日中調整幅度較大的，也都是2021
年漲幅相對較大的板塊。
鑒於當前市場流動性總體寬裕，且
目前A股整體估值並不高，後續行情
持續下行可能性不大，1月到2月的
春季躁動行情依然值得期待。

香港文匯報訊 滙豐中國5日宣
布，已成功協助一家合格境外投資
者（QFI）在北京證券交易所（北交
所）完成其首筆股票交易。該行由
此成為首家協助QFI完成北交所交
易的外資託管行。
隨着去年11月北交所的正式開市
以及境外機構投資北交所配套細則
的落地，滙豐快速響應境外投資者
需求，與北交所、中國證券登記結

算有限責任公司和證券公司等機構
緊密合作，完成了多項業務流程和
系統的搭建及測試。5日完成的北
交所股票交易是自2020年9月QFI
新規頒布以來，滙豐繼轉融通證券
出借、私募基金投資及融資融券業
務之後，再次協助QFI進入新的境
內證券投資業務領域。
滙豐中國證券服務部總監鍾咏苓
表示，北交所的設立加速了內地多

層次資本市場的高質量發展，也吸
引了境外投資者的廣泛關注和積極
參與，有助於境外投資者實現多元
化的投資布局，並促進更多中長期
資金配置人民幣資產。隨着未來北
交所上市企業的成長以及越來越多
「專精特新」企業的湧現，預計將
有更多境外投資者參與進來，配置
技術先進、市場前景廣闊的優質標
的。

滙豐首助QFI完成北交所股票交易

●滙豐中
國成為首
家 協 助
QFI 完 成
北交所交
易的外資
託管行。

中移動A股首掛僅升0.52%
滬深股指連跌兩日 大盤延續弱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市場預期中概股加
快回流下，羅兵咸永道發表報告指，去年A股IPO勢
頭強勁，共有493隻新股上市，融資金額高達5,478
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分別增長25% 和
17%，同創歷史新高。該行預期即將開始全面推行的
註冊制將持續利好A股市場，料今年北上深三地交易
所的融資規模和數量總和有望再創歷史新高，香港
IPO市場亦有望重新躋身全球三大融資市場之列。
報告指，去年上交所的主板和科創板共有249隻
新股，融資金額達3,750億元，僅次於納斯達克位列
全球IPO市場第二位。IPO以創業板數量最多，共
有199隻，其次是科創板共錄162隻。科創板以
2,062億元融資額位列首位，其次是上海主板的
1,688億元。

中概股回歸可續帶動港股
羅兵咸永道中國市場主管合夥人梁偉堅認為，內
地即將開始全面推行的註冊制將持續利好A股市
場，在科創板、創業板和北交所試點註冊制新股數
量穩健增長的推動下，料今年A股多層級資本市場
獲得IPO企業數量將達580至690間，而北上深三地
交易所的融資規模和數量總和有望再創歷史新高，
達到5,600億至6,350億元。
該行亦提到，去年美股市場共有37間中企首發上
市，融資額為124億美元，IPO數量和融資額分別
按年增長12%和2%，但主要集中在上半年。該行預
期受相關監管政策和法規影響，中資企業未來赴美
上市或有所降溫，不過在新經濟企業和中概股回歸
下，將繼續成為港交所上市活動的主要驅動力，料
今年有120家企業在港上市，全年融資總額達到
3,500億至4,000億港元。

年內料逾10家SPAC赴港上市
羅兵咸永道香港企業客戶主管合夥人黃煒邦認
為，隨着港交所制定SPAC（特殊目的收購公司）
上市制度的新規則令上市融資平台進一步擴闊及多
元化，今年料有10至15間SPAC赴港上市，集資約
200億至300億港元，亦有信心香港IPO市場年內能
重新躋身全球三大集資中心之一。
報告指去年香港有99隻新股上市，當中98隻來自
主板，以零售、消費品及服務類為主，佔54%，只
有1間企業於GEM板上市，沒有企業以介紹形式上
市及只有兩家從GEM板轉至主板上市但未有集資
的公司，而去年香港市場總集資額按年跌17%至
3,316.6億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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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無霸」中國移動A5日在上交所掛牌，成為2022年上交所首家上市公司，雖然盤中一度漲逾一成，但午後不斷回吐升
幅，最終勉強收紅。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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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種病毒擴散港股挫382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
近日Omicron變種新冠病毒在全
球大爆發，香港亦出現社區擴散
情況，令市場擔憂今年的環球經
濟與香港出口表現。香港貿發局
研究總監范婉兒5日出席一個研
討會時表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預期今年內地經濟將按
年增長5.6%，故對今年香港出口
表現審慎樂觀，預計今年香港出
口將按年增長8%。不過，近日
Omicron變種新冠病毒在全球大
爆發，對香港以至環球出口與經
濟表現帶來挑戰。

各國謀就地生產減進口
范婉兒5日出席香港信保局舉
辦的「2022環球經濟前瞻與香港
出口展望」研討會時指出，由於
疫情持續，部分國家與企業開始
避免將供應鏈過度分散於全球，
藉以避免港口擠塞與封關，令貨
運陷於停頓，此舉會令生產成本
上升，推升通脹，令通脹在中長
線都難以回到過去10年的較低水
平，亦為環球出口與經濟發展帶
來新挑戰。
對於今年美聯儲加快「收
水」，其後開始加息，范婉兒質
疑美聯儲能否如上月公布的點陣
圖所顯示，在今年底前加息 3
次。她認為美聯儲若加息太快，
有機會令美國出現滯脹，削弱美
國民眾的消費能力，也會拖累香港
以至全球出口增長表現。
另一方面，區域全面經濟夥伴
關係協定（RCEP）今年1月1日
起生效，市場意見認為RCEP將
有利促進區內經濟發展。對此，
范婉兒表示，RCEP成員國佔全

球經濟規模約1/3，RCEP生效
後，香港與東盟的經濟關係將會
更加緊密。她引用數據指出，去
年首10個月，內地經香港轉口往
東盟的貨值按年增長逾15%，而
東盟經香港轉口進入內地的貨值則
增加逾26%，故她認為RCEP為
香港帶來發展機遇，香港商界可加
緊在東南亞等國家發展海外業務。

RCEP利香港拓東盟經貿
恒生銀行首席市場策略員溫灼
培 5日出席同一場合時表示，
RCEP將有利促進區內經濟發展
與人民幣國際化，避免國際貿易
過度依賴美元。他認為RCEP對
內地經濟影響正面，今年人民幣
兌一籃子貨幣有望維持強勢，有
利於降低進口原材料價格，紓緩
內地的通脹壓力，以及促使內地
企業進行產業升級。至於人民幣
的隱憂，則是南海局勢可能急劇
惡化的風險。
另外，他預期美元今年有望繼
續上升勢頭，但主因並非美聯儲
加息，而是歐元走勢疲弱。他解
釋，歐元在美匯指數中佔比逾
57%，而歐元因歐洲經濟表現疲
軟，加上烏克蘭與俄羅斯地緣政
治局勢緊張，令今年歐元難有良
好表現。另外，溫灼培認為英國
受累於「脫歐」帶來的後遺症，
故認為英鎊中長線將呈現下跌趨
勢。
此外，溫灼培表示由於美元濫
發加上石油輸出國組織及盟友
（OPEC+）未有大規模增產，因
此他認為油價與美國通脹會維持
高企，即使美聯儲在今年底前加
息3次，亦難以有效壓制通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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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憂慮升溫下在疫情憂慮升溫下，，恒生指數恒生指數55日現大跌日現大跌，，全日跌全日跌382382..5959點點，，報報2222,,907907..2525點點。。 中通社中通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周紹基）新變種病
毒Omicron在香港社區擴散，第五波疫情一
觸即發，港府5日宣布周五起再收緊防疫措
施，加上內地疫情亦趨嚴重，憧憬多月的
「復關」又變得遙遠。消息拖累5日港股下
跌382點，跌穿二萬三，其中餐飲零售及濠
賭股捱沽。此外，騰訊減持「東南亞小騰
訊」Sea（冬海），套現30億美元，投資者
憂慮騰訊會陸續減持其他手上的科技股，加
上內地監管部門再處罰一批違規企業，科技
股重創，科指再見推出後新低，全日跌
4.6%。
香港疫情日趨嚴峻，香港特區政府5日公

布收緊多項防疫措施，1月7日傍晚6 點後
禁止堂食兩個星期，投資者普遍認為，疫情
擴散令內地與香港短期內恢復正常通關無
望，加上政府再收緊防疫限制，料會打擊經
濟。5日港股最多曾挫438點，收跌382點，

報22,907點。市場避險情緒升溫，資金套現
為上，大市交投回升至1,554億元。國指挫
2%，收報8,015點。

餐飲零售當災 濠賭捱沽
餐飲及零售股重災，敘福樓重挫
9.434%，收報0.96元；富臨亦跌7.547%。
唯獨經營本地網購、前稱「香港電視」的香
港科技探索 ，因預期疫情嚴峻下可刺激網
購生意，股價逆市大升11.931%，收報9.1
元。疫情吹散通關夢，濠賭股亦急跌，金沙
中國跌7.73%，美高梅跌6.21%，永利澳門
跌5.96%。
投資界人士稱，恒指失守23,000點大關，
跌穿10天線支持，技術走勢轉差，後市需
視乎全球疫情會否緩和下來，才有機會重新
造好。5日另一焦點是科技股，受騰訊減持
新加坡互聯網公司Sea股份影響，一眾科技

股捱沽，恒生科指跌258點或4.63%，報
5,323點，連跌3日累挫6.1%。香港股票分
析師協會副主席郭思治認為，一眾新經濟股
持續受壓，給整個大市帶來負面影響，即使
傳統經濟股稍好，但也不能帶來太多刺激，
認為投資者已開始較保守的投資策略。
繼之前透過派股息減持京東持股的騰訊，

5日再減持Sea，騰訊跌4.3%，收報430.6
元。此外，國家市監總局亦繼續執行「反壟
斷」的監管，其中騰訊有9宗併購和成立合
資公司的交易未有依法申報，合共被罰款
450萬元人民幣。阿里巴巴亦因為未申報收
購等被罰100萬元人民幣，兩項消息都不利
科技股，其中主要股東是騰訊的美團及嗶哩
嗶哩5日急挫11.2%及跌10.6%，快手亦挫
7.5%。至於京東則跌7.2%，京東旗下的京
東健康亦跌6.5%。阿里跌2.1%。科技股氣
氛疲弱，前兩天炒高的商湯回調15%，收報
6.97元，百度跌4%，網易亦跌3.7%。

騰訊減持Sea 市場看法不一
不過，市場對騰訊減持Sea則看法不一。

滙豐金融服務亞洲投資策略主管劉紹文指
出，似乎目前的大趨勢就是不能互相持有對
方股票，以免出現部分影響力過大的企業，
現時市場會解讀為，「如果未來不能投資其
他公司，那科技股的增長可能會受影響。」
這亦是騰訊即使減持套現巨額款項，股價也
下跌的主因。
大和對騰訊的減持看法相對正面，認為相

對派發京東的股份作股息，騰訊今次只是少
量減持Sea，未來雙方仍是合作夥伴的關
係。花旗則看好套現之後，騰訊有更多資金
發展新科技，而騰訊減持Sea後，投票權將
降低，令騰訊在海外發布遊戲時，可減少與
Sea的潛在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