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股市场IPO放缓

据IPO研究机构复兴资本的最新统计， 今年以来美

国股票市场共有78家公司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定

价，比去年同期减少37%，筹资总额为135亿美元，同比

下滑47.8%，IPO以来的平均回报为20.1%。 到目前为止

有114家公司提交IPO申请，同比减少36%。

分行业来看，医疗保健板块共有35宗IPO，为最活跃

的板块， 上市首日股价平均涨幅为11.6%； 金融板块次

之，有13宗IPO，股价首日平均涨幅为5.8%；科技板块有

10宗IPO，位居第三，股价首日平均涨幅为23.7%。

在逐步走出金融危机泥潭后， 美国IPO市场在2013

年回归常态，全年IPO数量达到222宗，创2000年以来最

高。不过自去年下半年开始，美股IPO逐步放缓，特别是今

年第一季度只有34家公司进行IPO，总计募资54亿美元，

成为自2011年第三季度以来IPO融资总额最少的季度。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IPO发行显著放缓，主要由于市

场走势振荡，令投资者对新股态度谨慎。 此外，热门的科

技初创公司能够获得大量私募股权机构的投资， 估值飙

升，因此并不急于通过IPO筹资。（杨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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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多H股 外资机构逆市增仓

□本报记者 杨博

港股大市近期表现疲弱，AH溢价指

数居于高位，但H股的低估值依然吸引多

家外资机构投资者逆市增仓。香港联交所

发布的持仓报告显示，贝莱德、摩根士丹

利、瑞银等近期纷纷增持H股，多家机构

发布报告称对H股持积极看法， 看好银

行、房地产等板块。

贝莱德大范围增持H股

港交所报告显示， 全球最大资产管

理公司贝莱德近期大范围增持H股，6月

以来增持新华人寿 （01336.HK）210万

股， 持仓比例从5.85%上升至6.06%；增

持万科企业 （02202.HK）540万股，持

仓比例从7.32%上升至7.73%；增持太平

洋保险 （02601.HK）800万股， 持仓比

例从6.71%升至6.99%； 增持银河证券

（06881.HK）3760万股， 持仓比例从

5.31% 升 至 6.33% ； 增 持 中 国 铝 业

（02600.HK）110万股， 持仓比例小幅

上升至 5.64% ； 大幅增持农业银行

（01288.HK）3亿股，持仓比例从7.95%

升至 8.03% ； 增持富力地产（02777.

HK）260万股， 持仓比例从5.78%升至

6.04%。

与此同时， 贝莱德减持了紫金矿业

（02899.HK）、 华能国际电力（00902.

HK）和中信证券（06030.HK）。

其他外资机构也有所行动。摩根士丹

利上周增持256万股中联重科（01157.

HK），6月以来累计增持规模接近740万

股， 持仓比例从4.89%上升至5.41%；6月

以来累计增持民生银行（01988.HK）530

万股，持仓比例从5.13%升至5.2%。

瑞银6月以来增持中联重科470万股，

持仓比例从4.67%上升至5%； 增持万科

200万股，持仓比例从8.89%升至9.04%。

摩根大通增持福耀玻璃（03606.

HK）75万股， 持仓比例从4.88%升至

5.03%； 增持700万股中信银行（00998.

HK），持仓比例从10.31%升至10.36%。

AH股溢价有望收窄

5月以来港股市场整体持续盘整格

局，谨慎观望气氛浓厚。 受内地和香港股

市走势分化影响， 恒生AH股溢价指数显

著走高，上周一度刷新近四年高位，目前

A股较H股平均溢价接近40%。 一些分析

人士预计， 由于估值相对A股具有吸引

力，在AH股溢价较高的情况下，H股有望

出现追赶之势，令两地价差收窄。

花旗最新报告称，近两周与40个英美

机构投资者会面，不少客户认为中资股受

流动性因素推动多于经济基本面。由于预

期进一步宽松措施的推出可能带动经济

转好，投资者对H股看法转趋正面。 目前

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中国指数 (MXCN)

预期市盈率为11.5倍，仍低于过去10年的

平均值12.1倍，估值具有吸引力，预计有

望迎来进一步重估。花旗重申对中资股前

景的积极看法，看好中资金融H股、腾讯

及博彩股等。

贝莱德智库上周发布报告认为，中

国经济增长正在放缓， 但预期不会硬着

陆， 投资者在忧虑长线经济状况及风险

上升之时， 仍然可以继续看好金融市场

在短至中期的表现。 该机构仍倾向于增

持周期类投资， 并表示中国内地股市在

12个月内飙升过倍之后， 上涨势头将减

弱， 因此更偏好估值较低的香港上市的

中资股票，特别是中小型企业股份，相信

此类股份因流动资金供应而出现的估值

折让即将消失。

贝莱德中国股票主管朱悦认为，尽管

中国经济增长减速， 但政府近期在经济

及资本市场所推行的结构性改革， 已推

升中国股市的表现， 不过估值上涨意味

着投资时要谨慎选择。 H股市场中，个别

银行、房地产发展商、新能源及中小型企

业仍为具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 另外能

够受惠于内部需求及结构性改革的企业

将可成为赢家。

恒指27000点

攻防战将持续

□香港汇丰环球资本市场 刘嘉辉

六月以来，港股表现不尽如人意，与内地A股

市场的强势上行可谓大相径庭。 恒指月初一度于

27500点平台持续作整固，但其后迅速向下，当前

重心已经跌落至27000点关口附近， 短期或面临

较大考验。 上周市场方面， 恒指整体走势先低后

高，曾失守50天线支撑，最低见到26574点，期指

即月则最低见到26287点， 虽然上周五大市出现

反弹，但当前市场投资者避险情绪仍偏多。

恒指周一未能延续上周五升势， 早盘即低开

185点，后震荡下落，跌幅进一步扩大，27000点关

口轻易告破，全天收报26861.81点，跌418点，跌

幅1.53%，成交1165亿港元。 国企指数收报13622

点，跌362点，跌幅2.58%。

从周一港股盘面上看，蓝筹股普遍收跌，仅三

只成分股出现上涨。 百丽国际急跌6.78%，为表现

最差的权重股；中资金融股亦跌势靠前，交通银行

跌3.63%、中国平安跌3.13%；此外，长实地产跌

2.73%，港交所跌3.03%。

纵观“港股通” 标的股份近五个交易日市场

表现，由于港股大市延续弱势，港股通股份也是跌

多涨少，下跌个股达到215只，上涨个股仅为62只。

在弱势股中，高银地产以39.22%位居跌幅榜首；另

外， 中国中车复牌后近五个交易日累计下挫

21.43%，受此拖累，中资铁路类个股普遍下挫，中

国铁建、中国中铁、南车时代电气跌幅均接近10%。

在强势股方面，中信资源受到利好传闻推动，累计

上涨25.65%，位居涨幅榜首；另外，重庆钢铁、南京

熊猫、北辰实业等H股相对A股折价幅度较高的个

股受到追捧，涨幅均超过6%。在AH溢价方面，恒生

AH股溢价指数在创出142.88点的历史新高后，高

位回落，近五日累计跌1.72%，目前报137.92点。

外围市场方面， 美国股市上周走势跌宕起伏，

近期公布的经济数据均反映当前美国经济面复苏

状况有所好转。 但不能忽视的是，上周希腊与国际

债权人谈判分歧加大，其债务违约风险再度打压了

市场脆弱的神经，美股上周五跳水，导致道指与标普

全周升幅降至0.28%、0.06%， 纳指则下跌0.34%，整

体弱势震荡格局仍在持续。

内地A股市场方面，A股上周延续强势，上证

指数曾刷新此轮新高至5178点。 本周内地市场，

第八轮新股申购，短期市场资金将再度承压，大市

于高位关键点位震荡或加剧。

整体来看，本周无论欧美央行议息、内地新股

申购等因素， 均为能左右短期大市走势的触发性

事件，港股走势或将难免出现震荡。短期可主要留

意恒指27000点关口攻防战，向下可关注4月上升

缺口约26200点附近支撑水平。 （此产品无抵押

品，价格可升可跌，投资者或损失所有投资。 投资

前应了解产品风险，若需要应咨询专业建议。此文

章之作者汇丰环球资本市场刘嘉辉为金管局及证

监会持牌人士， 并无就结构性产品或相关资产持

有任何直接或间接权益。 ）

新兴市场渐现资金流出

□本报记者 张枕河

自今年4月中旬以来， 随着美联储加息

预期增强，资金开始持续回流美元资产已是

不争的事实。 而抗压性相对较低的新兴市场

成为重灾区，不仅基准股指持续重挫，本币

对美元汇率也大幅贬值，资金已经开始大量

出逃。 而一些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已经陷入两

难，一方面希望放宽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和抑

制通缩，但如果美联储加息可能将使其资本

外逃加剧。

资金加速流出

分析人士指出，随着美元走强，新兴市场

近期承受了更大压力， 美元走强通常会导致

新兴市场资产表现不佳。 自今年4月中旬以

来，印尼雅加达股指累计下跌12.4%，印度孟

买敏感30股指累计下跌8.4%，富时马来西亚

股指累计下跌7.5%，泰国证交所指数累计下

跌4.5%。

货币市场方面， 俄罗斯卢布对美元贬

值10.7%，哥伦比亚比索对美元贬值7.2%，

马来西亚林吉特对美元贬值5.3%。 此外，

新兴市场债券也受到了明显冲击， 随着欧

洲国债收益率提高、 美国经济数据出现起

色， 投资者们开始重新思考持有低等级债

券的风险。

NN投资伙伴集团在最新公布的研报

中指出， 国际资本已经开始正转向心目中

的安全资产，出现远离新兴市场的趋势。 在

多数新兴市场国家， 在全球金融危机以来

的低利率时期流向它们的资金流正明显减

少，或正在逆转方向。 据其监测数据显示，

在截至今年3月的三个季度内，这些市场的

资金净流出规模甚至已经超过金融危机期

间的水平。

而自4月新兴市场股市、 本币汇率加速

下跌后，资金外逃的速度更快。

国际金融协会上周公布最新报告称，新

兴市场5月的债券月度抛售规模达到自2013

年“缩减恐慌”以来最高，当时市场非常担心

美国将缩减其量化宽松计划的规模， 以及可

能产生的负面冲击。

资金流向监测机构新兴市场基金研究公

司（EPFR）最新周度报告显示，在截至6月

10日的一周内，其监测的全球新兴市场股票

基金和债券基金的资金净流出总量达到93

亿美元，创下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水

平。其中，中国股票基金的资金净流出额高达

71亿美元，成为“失血” 主因。 在5月最后一

周， 全球新兴市场基金也净流出资金8.29亿

美元， 拉丁美洲市场基金净流出额高达4.42

亿美元。

货币政策陷入两难

市场分析师指出， 目前很多新兴经济

体正在通过降息或其它货币宽松措施来应

对通缩或是相关苗头。 但是，如果美联储在

今年晚些时候加息， 它们将面临资本流出

动荡及货币贬值的风险， 那时它们可能就

无法再继续降息了， 货币政策也将陷入两

难。 而美联储加息无疑将对新兴市场形成

重创， 特别是对那些在过去10年发行美元

债券的大批公司。

牛津经济研究所在研报中表示， 新兴

市场的强劲需求一直通过贸易机制传导至

其他经济体，包括欧洲和美国。但今年第一

季度新兴市场进口需求滑坡， 导致其从全

球贸易增长的贡献者变为拖累者， 这是自

2009年以来的首次。 有迹象表明，贸易放

缓趋势已持续到第二季度， 未来前景仍不

乐观。

瑞银集团新兴市场策略主管巴韦贾表

示，今年第一季度，新兴经济体的平均经济增

速已降至3.5%，为危机以来最低。 贸易崩溃

是眼下新兴经济体面临的最大威胁， 其威胁

的严重性甚至不亚于美联储加息的前景。

“出口正在收缩， 而纠正这些国家外部失衡

的唯一机制就是进口收缩， 但是这种纠正并

非解决办法。如果增加进口，国内经济就会增

长。如果扼杀需求，增长将会下降更多。在担

心美联储时，市场忽略了一个事实，我们将会

看到贸易大幅下降， 而这将导致新兴经济体

增长显著放缓。 ”

世界银行日前也表示，在部分发达经济

体经济活动开始显著回暖之时，一些新兴经

济体则面临一场可能持续数年的 “结构性

放缓” 。

俄罗斯央行降息100基点

俄罗斯央行在15日的议息会议后宣布，将基准利率

从之前的12.5%大幅下调100基点，至11.5%，此举符合市

场预期。 2015年以来，俄罗斯央行已经将基准利率累计

削减了450基点至12.5%，这意味着其去年12月紧急加息

650个基点的举措已被大部分“撤销” 。

俄罗斯央行声明称， 此次降息是鉴于俄罗斯通胀下

降以及经济下行加剧。如果通胀继续下降的话，将继续降

息。 俄央行预计，俄罗斯通胀率在2016年6月将低于7%，

在2017年或将降至4%。 俄罗斯5月通胀率为15.8%，与3

月峰值16.9%相比有所回落。 该国4月国内生产总值

(GDP)较上年同期下滑4.2%，为2009年以来出现的最大

单月降幅。

凯投宏观首席新兴市场分析师席林指出， 目前俄罗

斯通胀疑虑高峰已过，而经济还未显现出触底反弹迹象，

所有这些都表明央行将进一步放宽政策。 但也有分析人

士指出，由于通胀水平下滑，加之经济下行局面加剧，俄

罗斯央行降息合理，但考虑到卢布近期的跌势，该央行恐

怕难以进行更大幅度的降息。 （张枕河）

汉能终止

与母公司5.85亿美元交易

港股上市公司汉能薄膜发电（00566.HK）15日发布

公告称，经公平协商后，公司将终止向控股股东汉能控股

集团出售6套总产能为900MW的硅基薄膜太阳能电池

BIPV元件封装线设备销售及技术服务交易。设备销售及

技术服务协定订约方已签订终止协议。

今年5月4日， 汉能薄膜发电披露全资子公司福建铂

阳签署的一笔设备销售协定：公司母公司汉能控股集团将

购买福建铂阳6套总产能为900MW的硅基薄膜太阳能电

池BIPV元件封装线相关设备； 福建铂阳将为汉能控股现

有的部分硅基薄膜太阳能元件生产线，提供进行升级改造

的技术服务， 使其具备生产硅基薄膜BIPV电池组件的能

力。相关设备作价1.755亿美元，服务作价4.095亿美元。汉

能薄膜发电董事会认为，终止设备销售及技术服务协定对

集团现有业务并无重大不利影响。 自今年5月20日开始，

汉能薄膜发电股票开始停牌，至今仍未复牌。（张枕河）

CFTC数据显示

日元净空仓规模创9个月高位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最新公布的周度持

仓报告显示，截至6月9日当周，在日元汇率持续走软的背

景下，对冲基金等大型机构投资者持有的日元净空头仓位

上涨至116000手期货和期权合约，看空程度为2014年9月

30日以来最高；此前一周净空头仓位为85693手合约。

此外，截至6月9日当周，对冲基金持有的欧元净空

头仓位为138000手合约， 看空程度为2014年12月16日

以来最低，此前一周净空头仓位为166000手合约。 澳元

净空头仓位为14027手合约，此前一周为13256手合约。

英镑净空头仓位为28277手合约， 此前一周为25658手

合约。 瑞郎净多头仓位为10129手合约， 此前一周为

8359手合约。

大宗商品方面，CFTC数据显示， 截至6月9日当周，

对冲基金持有的COMEX净多头头寸较此前一周下降

24190手合约， 至44717手合约；COMEX白银净多头头

寸较此前一周下降26106手合约， 至10494手合约；

COMEX铜净多头仓位较此前一周下降8356手合约，至

4135手合约。（张枕河）

五洲国际实施“轻资产”战略

国内商贸物流产业园开发运营商五洲国际控股有限

公司（01369.HK）日前表示，其正在主动转型升级发展

“轻资产” 战略，同时五洲国际旗下控股的子公司无锡五

洲汇科技有限公司正式宣布启动新三板上市签约， 同步

已经向相关部门提交了申请。

据介绍，准备回归上市的“五洲汇”定位为国内领先

的全产业链商业运营专家。 这个运营专家将包括五大业

务板块：不动产全案策划代理，商业物业运营管理，仓储

物流管理，五洲汇电商平台以及综合金融服务。

五洲国际集团副总裁吴晓武表示，“五洲汇将会是

国内商业地产领域首个轻资产上市公司。 五洲汇按照保

守估计30%年增长率，就可能获得近50倍的市盈率。 ”

五洲国际相关负责人还表示， 依托集团庞大的品牌

资源和自身专业优势，五洲汇将以一站式、全方位的资产

管理运营， 为全产业链上的多类客户提供项目运营体系

的同时，还提供不动产策划销售代理、项目投资咨询、开

发建设咨询、商业物业运营管理、仓储物流运营以及综合

金融等全方位服务， 为企业提供一站式资产管理综合解

决方案。（张枕河）

沙特股市首次对外开放直接投资

□本报记者 杨博

据媒体报道，沙特阿拉伯股市15日正式

对外国投资者开放， 这是该国股市历史上首

次对外国投资者开放直接投资。 目前沙特股

市规模达5600亿美元，在阿拉伯世界位居首

位。 今年以来由170只成分股组成的沙特

Tadawul指数累计上涨16%，是中东地区表

现最好的股指，目前市盈率约为17倍。

去年7月， 沙特宣布将于今年上半年允

许外国投资者直接购买其股票， 以促进就业

并推动经济在石油领域以外实现多元化发

展。统计显示，目前沙特约90%的政府收入来

自石油领域，分析师认为沙特股市开放，给投

资者带来石油及相关产业的投资机会。

此前外国投资者只能通过“参与凭证”和

交易所交易基金（ETF）间接进入沙特股市。

不过在开放直接投资后，沙特市场仍对外国投

资者设定了诸多限制，比如参与直接交易的外

资机构投资者资产规模至少超过50亿美元，且

拥有五年以上经验，在单个公司的持股最多不

能超过49%。 整体来看，合格境外投资者(QFI)

的持股不得超过沙特股市全部市值的10%。

此外还有五家沙特上市公司完全禁止外

资介入， 其中4家为在麦加或麦地那拥有房

地产资产的房地产公司， 上述城市禁止非穆

斯林进入，否则可能面临惩罚；此外还有沙特

阿拉伯国家航运有限公司。

指数机构MSCI在本月初表示， 基于沙

特阿拉伯股市对外开放仍处于初步阶段，会

继续监测市场开放的实际成效及向投资业界

征求反馈意见， 随后考虑是否把MSCI沙特

阿拉伯指数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的审核

名单。 此前的6月1日，MSCI正式发布依据

MSCI新兴市场指数编制方法建立的独立

MSCI沙特阿拉伯指数。

IC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