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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周一（2 月 21 日）簽令承認烏克蘭東部親俄分離主

義在頓巴斯區自行成立的頓涅茨克及盧甘斯克為獨立實體，並

命俄軍隊進入「維和」，引發歐美諸國不滿，揚言制裁。美國

拜登同日簽行政命令，禁止公民與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地區進

行新的投資、貿易和金融往來。另促撤國務院派駐烏克蘭剩餘

人員；而歐盟、英國亦都聲言會向俄作制裁。

日本準備跟隨美國等國，對俄實施制裁，包括管制對

俄出口晶片。預期是次科技出口管制範圍，較 2014 俄羅斯

吞併克里米亞時實施的制裁還要嚴厲。另外，日本也考慮實

施金融制裁，除凍結俄政府官員資產外，也計劃對俄國銀行

加強管制。

高盛指出，若然烏克蘭爆發「全面衝突」再加上「懲罰

性制裁」，或導致美股進一步下跌，而歐洲和日本股市跌幅會

更大。

該行認為，地緣政治動盪因素最難把握，在最糟情境下，

俄羅斯盧布跌 10% 將推動油價飆 13%，導致基準美國國債孳

息率下跌 27 個基點。

反之，局勢若果降溫，盧布將轉強，美股或漲約 6%，

美國國債孳息率亦會將上漲。

俄烏局勢惡化，A 股走低，滬綜指收跌 33 點或 0.96%，

報 3,457 點；深成指大跌 174 點或 1.3%，報 13,297 點；創

業板指收跌 38 點或 1.4%，報 2,765 點。兩市成交額錄約 9,700

億元人民幣。外資淨流出逾 73 億元。

俄烏局勢升溫，地緣政治緊張，大市沽壓沉重。港股昨

裂口低開 477 點後，曾插 833 點見 23,336 點，收報 23,520

點，跌 650 點或 2.7%。恒科指數收 5,226 點，跌 100 點或

1.9%；國指收 8,270 點，跌 185 點或 2.2%。全日總成交額

1,469 億港元，港股通淨賣出 600 萬元。

外患加上內憂，內地監管風暴浪接浪，科網沽壓難遏，

美 團（03690） 創 兩 年 半 新 低， 收 跌 5.2% 報 171.3 元。 傳

監管機構要求對與螞蟻交易最徹底和廣泛調查，阿里巴巴

（09988）再挫 3%；京東集團（09618）跌 3.4%；小米集

團（01810）跌 3%；騰訊（00700）收跌 0.1%。被剔出恒科

指的微盟（09999）及同程旅行（00780）再跌 7.9% 及 6.4%。

新奧能源（02688）急瀉 10.9%，是表現最差藍籌。藥

明生物（02269）收跌 5.2%。比亞迪（01211）及吉利（00175）

齊跌 4.4%。國際油價飆 3%，中石油（00857）逆市升 1.7%；

中海油（00883）升 0.6%，是表現最佳藍籌。

歐美聲言向俄制裁，俄鈻（00486）收報 6.44 元，

跌 18.8%。天倫燃氣（01600）配股，股價急挫 26.5%，

收 7.08 元。

金融難撐大局，中銀香港（02388）跌 3.8%；友邦保

險（01299） 及 中 國 平 安（02318） 齊 跌 約 3.5%； 港 交 所

（00388）跌 3%；招行（03968）跌 2.1%；工行（01398）

及建行（00939）跌 1% 及 1.1%，加上滙控與恒生，齊拖低恒

指 293 點，佔大市近半跌幅。

市傳內地將對遊戲內容監管更嚴格，和將停發遊戲版號，

令騰訊（00700）、網易（09999）及嗶哩嗶哩（09626）等

股價應聲下挫，其後國家新聞出版署回應指仍在接受申請，而

國家音數協遊戲工委亦否認上述傳言。

大摩稱，指更嚴格的內容監管和未成年人保護並非新消

息，且大多數內地遊戲發行商正向海外擴張，其中，騰訊和嗶

哩嗶哩逾遊戲收入來自國際市場，佔比分別為 20% 和 10%。

滙控多賺逾倍 恒生盈利減

滙控（00005）公布 2021 年度稅前盈利升 1.15 倍，至

逾 189 億美元，撇除貨幣換算差額及重大項目等一次過的因

素，上年經調整除稅前盈利升 78.6%，至 219.16 億美元；純

利增 2.23 倍，至 126.07 億美元。

集團宣派第 2 次股息每股 0.18 美元，全年派息 0.25 美

元，並擬於現時 20 億美元的回購完成後，展開進一步回購最

多 10 億美元股份。滙控股價收跌 3.2%。

恒生銀行（00011）公布，2021 年度營業溢利減少 19%

至 162.3 億港元，稅前溢利減少 16%，為 163.85 億元。年內

淨利息收入減少 11.4%，至 238.2 億元，反映利率環境的不利

影響。淨利息收益率下跌 24 個基點，為 1.49%。盈利 139.6

億元，下跌 16.3%，每股盈利 6.93 元，派第 4 次中期息每股

1.8 元，全年派息 5.1 元（2020 為 5.5 元）。恒生銀行股價昨

收挫 10.3%。

筆者未持有上述股份。

重點推介 地產指數

正榮系被「斬」疑雲？

烏東開戰 資源價格上升

外憂內患 港股陷入調整期

「東數西算」啟動 龍頭萬國數據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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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智勇

俄羅斯總統普京周一晚發表演說，並簽署命令承認烏克蘭東部頓涅茨

克人民共和國和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為獨立國家，他隨後更下令俄軍在該

兩個共和國執行維和任務。消息使俄羅斯及烏克蘭的緊張局勢升溫，雖然

美股昨晚因華盛頓誕生日休市，但美股期貨偏軟。周二恒指承接美期弱勢，

低開後走勢反覆，一度跌近保歷加通道底部。

參考個別輪證發行商網站，在截至 2022 年 2 月 22 日 8 時，錄得單

日最多資金流入是騰訊（好），約 10,617 萬元；錄得第 2 多是恒指（好），

約 9,752 萬元。錄得 1 日最多資金流出是恒指（淡），約 12,095 萬元；

錄得第 2 多是美團（淡），約 1,350 萬元。數據反映投資者趁恒指下跌時，

把淡倉獲利，並反手建好倉。

由於近日大市波動，故不用牛熊，改用窩輪，希望在減少被打把之餘，

波幅上升也有助提升長倉價值。

看好後市者，可留意恒指 cal l  17001，實際槓桿 11.002 倍，行使

價 19.875 元， 到 期 日 2022 年 6 月 29 日。 看 淡 後 市 者， 可 留 意 恒 指 

put 13956，實際槓桿 7.56 倍，行使價 25.804 元，到期日 2022 年 6

月 29 日。

據內地媒體引述一位遊戲公司負責人的信息稱，今年國內不發版號才是遊戲行

業的最大利空。消息使科技板塊在周一集體回軟。不過，據《每日經濟新聞》報道，

國家音數協遊戲工委相關負責人澄清指沒有這樣的消息。多家頭部遊戲企業內部人

士，普遍表示關於版號停發或加強審核的言論，其實在幾個月甚至幾年前就存在，

而關於「2022 年版號停發」的消息此前並未聽說過。公開資料顯示，截至目前，國

家新聞出版署最新一批國產網絡遊戲版號審批名單仍定格在 2021 年 7 月 22 日，至

今已經 7 個月沒有公布新一批版號。有分析指出，版號暫停發放會造成新遊戲在國

內的暫時停滯，但既有的龐大遊戲庫存和生命周期較長的遊戲，並不會受影響，市

場格局也不會有什麼改變。與此同時，國內遊戲廠商會沉下心挖掘精品遊戲潛力，

並在遊戲出海上有更多的投入，反而對於國產遊戲的成長有催化作用，並對國內一

些換皮、低質的遊戲及廠商有一定的淘汰作用。

可是，受外圍走勢影響，港股在周二走勢偏軟，科技股也受壓。看好遊戲業前

景者，可留意 GX 中國遊戲娛樂（03117）；若同時看好中國及外國遊戲業者，則可

留意Ａ日興電遊（03091）。相反，若要對沖科技板塊下跌，可留意 XI 二南方恒科

（07552）等逆向 ETF。

筆者為香港證監會持牌人士，不持有上述股份。

俄烏局勢緊張
恒指跌近保歷加底

遊戲版號審批釋擬
奈何大市未如意

俄烏局勢惡化 中港股市遭殃 
屋漏逢夜雨 金融科網沽壓重

總結市 況

唐人

上周發改委等多部門近日聯合印發文件，同

意在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成渝等八

地啟動建設國家算力樞紐節點，規劃 10 個國家數

據中心集群，「東數西算」工程正式啟動。數據

中心作為數字經濟的核心基礎設施，正迎來新一

輪發展契機，國內數據中心產業鏈上下游企業明

顯受益。

華為、騰訊（00700）、阿里巴巴（09988）

以及中國移動（00941）等巨頭紛紛加快布局。

華為雲表已在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等地布局

五大數據中心，阿里雲在國內規劃建設 5 座超級

數據中心，騰訊雲在貴州、京津冀、成渝樞紐等

地均有布局，中國移動稱，將按「東數西算」部

署，完善全網算力服務資源池、網絡互聯互通等

規劃建設方案，強化全網算力資源的互聯和統一

調度。

中國的「十四五」一個關鍵目標是加快產業

數字化，促進數據更全面地用於生產和提高效率。

這些目標將大幅提高對數據中心運營商提供的數

據處理、存儲和其他相關服務的需求。

萬國數據（09698）是中國龍門數據中心基

礎設施和服務提供商之一，數據中心覆蓋中國國

內重點核心城市。擁有世界級新一代數據中心與

高可用 IT 服務經驗及卓越的產業鏈。在國內 IDC

需求強勁的的背景下，萬國數據持續增加收購，

去年完成北京單一地塊上三個數據中心的收購事

項，未來計劃中包括收購北京 4 個數據中心，武

漢、深圳各一個數據中心和廣東省區域數據中心

若干資產項目，積極發展，進一步鞏固市場領先

地位。配合國家近期陸續頒布的規劃、政策等，

在算力和數據流量上，萬國數據擁有較大的發展

空間。

筆者未持有上述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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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數西算」啟動 龍頭「東數西算」啟動 龍頭萬國數據萬國數據受惠受惠

中原城市領先指數 中原大灣區指數 美聯信心指數

本周公布 183.06 本周公布 123.11 本周公布 49.1

與上周比較

▲

0.77% 與上月比較

▲

1.46% 與上周比較

▲

3.0%

與上月比較

▲

0.38% 與上月比較 ▲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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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發生的重大事情，都會影響到外匯市場的走

勢，幾乎即時會反映在外匯市場上，有直接的影響，也有因

為投機性的推測而引致的波動。重大的事件可以分為以下的

類別：

（1）戰爭及其風險：近期經常聽見的就是俄羅斯攻打

烏克蘭的新聞，同時英美兩國強力譴責，並且會考慮禁止俄

羅斯使用英鎊和美元。很明顯一旦開戰的話，英鎊與美元的

走勢何去何從，的確很難估計。整件事情的開端就是因為烏

克蘭打算加入北約，如果成事的話，就等於大炮設置在俄羅

斯的家門口，所以俄羅斯不惜一切也不會讓這事情發生。但

是與此同時，歐盟尤其是德國在這事情上並沒有擺出強硬的

姿態，因為德國全靠俄羅斯輸入的天然氣來製造熱能去渡過

冬天。在某個角度看，其實是唇齒相依，不可能反臉。

所以歐元在這戰爭的陰霾下，跟英鎊和美元又不是同一

個層次。理論上，美元是全世界最大的避險貨幣，但是如果

美國直接制裁，並且不允許俄羅斯使用美元的話，美元就會

首當其衝的受影響，再加上聯儲局有強烈加息的計劃的大前

提下，根本沒有可能用基本分析去推測到美元的走向。所以

在這次戰爭的事件上，得益的避險工具就變了黃金和日圓。

由於俄羅斯是主要的天然氣和石油生產國，戰爭會影響其出

口，所以石油價格亦水漲船高。一旦戰爭的陰影明朗化之後，

避險工具的價格就會急速調整。（圖一）顯示了美元指數相

對於黃金、日圓指數和石油的相對升跌，在過去一個月內，

任何一項都比美元指數的表現為佳，當中以黃金最為突出。

（2）天然災難包括疫情：地震、海嘯和暴風等都可以

歸類為天然災害，保險都不會理賠。一般會為受災的國家帶

來極大的傷害，並且對該國的貨幣有負面的影響。天然災害

會造成基建的損毁，直接會影響受災國家的經濟活動，並且

重建亦需要大量的政府資源。零售消費亦會大幅減少，消費

信心需要一段長時間才可以回復正常。同樣地，疫情本該也

有相同的影響，但是過去兩年美國道瓊斯及納斯達克指數屢

創新高，那是為何呢？

原因有幾個層面，當中包括了屢次預期疫情快將終結丶

家居工作令到電腦和軟件的需求大增丶疫苗生產商增加了大

量的訂單，所以相關的股票價格飆升。不過最主要的原因就

是美國政府推行了一系列的緊急支援計劃，發放了很多現金

去保持社會的動力，與此同時量化寬鬆計劃也一併進行，導

致社會上有大量的新增現金流，所以經濟活動得以保持動力。

雖則如此，其實也增大了通脹的壓力，所以收水加息的壓力

變得越來越大。

（3）其他因素：包括選舉、公投和利率政策，接近選

舉年的時候，現任政府一般都會用盡一切方法去促進經濟增

長，希望藉此可以連任。如果結果不似預期，該國貨幣就會

在短時間之內有極大的波幅。英國脫鈎公投結果與預期有極

大的落差，英鎊兌美元就跌至 30 多年來的低位，一般圖表分

析的阻力位根本就完全失效。過去的一兩個月，新聞報道美

國很快將會步入加息周期，也提及到會有多麼的猛和多麼的

快，卻都是只聞樓梯響，其實這是聯儲局經常用的手段，希

望只用口術和宣傳可以達到預期的效果，如果市場率先調整

的話，實際加息的幅度就可以略為減少又或者延遲，但這招

數其實已經是司空見慣，所以在過去一個月內，美元不升反

跌，並沒有達到聯儲局希望想見到的結果。

俄羅斯總統普京宣布承認烏克蘭東

部兩個親俄地區頓涅茨克及盧甘斯克獨

立並以維和理由駐軍當地。西方外交官

直指普京之舉撕毁烏東停火的《明斯克

協議》。美國總統拜登同日簽署行政命

令，禁止美國公民與頓涅茨克及盧甘斯

克地區進行新的投資、貿易和金融往來

作為制裁。

北約東擴一直是俄羅斯的底線，

烏克蘭是接壤歐洲及俄羅斯的地區，與克里米亞在地理上形成重要的軍事重

地。俄羅斯需佔領兩個要點才能守好北約對他們的威脅。

烏克蘭作為全球第三大糧食出口國，更有歐洲糧倉之稱，土地肥沃盛產穀物。另外，烏克蘭

也蘊藏大量天然礦物資源。基本金屬及糧食出產國烏克蘭，在地緣政治影響下，定必為全球通脹

加溫。

通脹問題己為美國帶來很大煩惱，這衍生了未來美國的加息步伐從而影響經濟，科技企業集

中於美國，這定必為經濟帶來壓力。相反，除被制裁的國家外，以資源出產為主的國家卻可短暫

時間內享受資源價格上升的成果。

內房股正榮地產（06158）及其

物業管理公司正榮服務在 2 月 11 日，

突然單日急跌超過 80%，當日收市分

別下跌 66% 及 58%。急跌之後，雖

於 2 月 11 日當日反彈，但其後 5 個交

易日，正榮系依然繼續尋底，至周五

更 分 別 跌 至 0.75 港 元（ 正 榮 地 產 ）

及 1.32 港元，較全年高位累計下跌分

別達 86.4% 及 81.7%。

正榮系股價大跌，某程度上乃事

所必然，正如股神巴菲特名句，潮退

時才知道誰沒有穿泳褲，當熱錢四處、市場一片叫好、資金

手到拿來時，問題從來沒有人認真對待、或說問題是問題、

但也不是問題。

而從短線投資看來，企業基本面也只是考慮的因素之

一，而不是唯一，甚至不是主要因素之一，短線投資者甚至

更 注 重 資 金 流 向、 交 易 量、 故 事 性 等 等。 但 如 果 是 長 線 投

入，說得明白一點，某些投資者甚至連研究都不應研究，例

如 某 些 省 份 背 景， 或 者 某 些 板 塊 的 股 票， 當 然， 樹 大 有 粗

枝，族大有神醫，正如福建企業也有安踏（02020）、恒安

（01044）， 地 產 股 也 有 華 潤（01109）、 萬 科（02022）

（000002.SZ），有些觀感總結主要來自歷史性概率而已。

回到正榮系股價大跌，新聞指正榮地產無法贖回永續

債，市場早已有不少風聲。

雖然官方一度表示資金充裕，但這種言之鑿鑿，卻難

經時間考驗。據《中國證券報》一份報導，一月初，正榮系

曾發出公告，聲稱獲金融機構授予戰略授信達人民幣 2,549

億元人民幣。但原來是「把公司的財務與業主的按揭混為一

談」。其後，集團澄清以上新聞屬「不實且虛假」，但後來

卻自打嘴巴，指內部資源可能不足以解決即將到期的債務，

自己證明市傳新聞「樸實無華」。

那暴跌當日，正榮地產及正榮服務究竟是誰在拋售呢？

根據反映 2 月 11 日買賣情況的 2 月 15 日的中央結算資料，

正榮地產由深股通及滬股通接貨最多，其次為富途、摩根大

通及匯豐銀行，中國銀行及摩根史丹利也購入。至於沽出的

證券行包括早年國泰君安、華泰金控、亨達證券、海通證券、

中金、越秀證券、東方證券、中信證券、廣發證券、復星恒

利、申萬宏源等等。

至於正榮服務：增持較多的包括星展銀行、富途證券、

匯豐、摩根大通、盈透及中銀香港，至於沽貨者同樣包括越

秀證券、廣發證券、中金、中信證券、申萬宏源、海通證券、

東方證券、復星恒利等等。

大致來說，「被斬日」及其後一日的成交來說，沽出的

券商頗為接近。其中國泰君安、建銀亞洲及東興證券推斷為

大股東持股，估計大股東歐先生或其友好應在本次「被斬」

事件中受到牽連，至於「被斬」的股份，從買入券商看來，

應該是來自散戶增持，而事實上筆者不少好友的確在被斬日

當日買入股份，但一些聰明的朋友，在當日的反彈中也早已

獲利遠飈，深藏身與名了。

筆者未持有上述股份。

正榮系被「斬」疑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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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俄關系再度升溫，美股昨天休市，歐洲時

間 2 月 21 日俄羅斯普京宣布因應烏克蘭拒絕執行

明斯克協議， 俄羅斯將會簽署承認烏東兩共和國 

Luhansk 及 Donetsk 為 獨 立 國（ 兩 國 在 2014 年

5 月 11 日曾舉行公投獲 90％該地區人士支持宣布

獨立，但美國歐盟不承認），俄羅斯將與該兩國建

立外交關系，現正起草有關友好合作之條約。普京

命令俄羅斯國防部保證該地區的和平，避免受到烏

克蘭政府軍的侵犯。消息令本身不穩的環球市場跌

幅再度加強，截止昨日香港時間 8 時 35 分，美股

道指期貨下跌 456 點，納指期貨下跌 318 點。

恒指除了受到外圍市場拖累外，由於美團（03690）為首的一系列股票

受到較為嚴重的黑天鵝事件影響，雖然本身港股市場先前正署於一個回穩的狀

態，但由於市場心態仍然不穩，所以當中央宣佈了影響相關行業營利的不利消息

時，出現恐慌性拋售加上自動化交易的使用令股價再度下插令股價單日已經跌

超 20%。相信相關消息及數天內的交易量需要在一段時間才能逐步受市場消化，

現階段暫時未必是一個撈底的機會，建議投資者轉持現金或投進相對穩定的舊經

濟板塊，例如基建股、水泥股、金屬資源股等等，作中線持有。

利申﹕筆者持有美團（03690）。

外憂內患 港股陷入調整期外憂內患 港股陷入調整期
名

嘴

工

作

室
林家亨

（逢一、二、三見報）

五行

大贏家

益高證券 郭志威

烏東開戰 資源價格上升烏東開戰 資源價格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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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普生物公開超購 4.65 倍 一手中籤約 22%
內地腫瘤治療領域的生物製藥商樂普生物－ B（02157）周

三（2 月 23 日）主板掛牌，今早公布招股結果，香港公開發售超

購約 4.65 倍，認購一手 1000 股中籤率 22.31％，認購 5 手穩中

1 手，認購 634.4 萬股的「頭錘飛」有 3 張，中籤率 14.96%。國

際配售初步提呈超購約 0.53 倍。香港及國際發售比例維持 1 比 9。

該股上市定價為 7.13 元，屬招股價範圍 6.87 至 7.38 元之中間水

平，淨籌 8.04 億元。上市聯席保薦人為中金及大摩。

萬國數據 -SW 發行共 6.2 億美元可轉換優先票據
萬國數據 -SW（09698）公布，向紅杉新基建基金 (SCIF)、ST Telemedia Global Data 

Centres(STT GDC) 及一項與公司有戰略關係的亞洲主權財富基金，出售本金額合共 6.2 億美元

於 2029 年到期的 0.25% 可轉換優先票據，所得款項淨額用於開發及收購新的數據中心、一般企

業用途及營運資金需求。

就 SCIF 對票據的投資，公司與紅杉中國已訂立戰略合作協議，雙方將確定並尋求公司與紅

杉中國之間業務協同的合作機會；公司區域化戰略的開發及實施；以及對中國及海外互聯網數據中

心業務的戰略收購及投資。

票據的初始轉換價格將為每股美國存託股份 50 美元。公司將有權在票據發行 5 周年時或之

後任何時間強制所有 ( 而非僅部分 ) 相關系列票據的持有人進行轉換。

泰加保險覆核申請聆訊將於 4 月 22 日舉行
泰加保險（06161）公布，注意到保監局於 1 月 7 日發布的新聞稿，公司完全不同意該新聞

稿所載有關泰加可能違反香港法例第 41 章保險業條例下法定規定的說法。

公司已向其法律顧問尋求建議並將採取適當行動，包括就保監局指示公司全資附屬泰加保險

之事務、業務及財產均由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之黎嘉恩及甘仲恒管理的暫緩申請及覆核申請，

對該等揣測性的說法進行有力反駁。暫緩申請的聆訊已於 1 月 31 日舉行，並已延至 3 月 1 日，而

覆核申請的聆訊將於 4 月 22 日舉行。

至於存入 NERICO BROTHERS LIMITED(NBL) 的現金狀況，根據與保監局於去年 11 月底

之來往函件，泰加將必須自 NBL 提取其大部分現金，而其可將餘款存於 NBL 作現金管理用途。保

監局通過日期為今年 1 月 6 日之函件告知，泰加必須將存於 NBL 所有現金轉至指定賬戶，這實際

與公司於去年 11 月底從保監局獲得的理解有所不同。公司指出，泰加首先於 2020 年 4 月在 NBL

開設獨立賬戶，並於其後進行現貨外幣交易作為現金管理。透過 NBL 進行現金管理的相關決策在

獲得保監局知曉下，由泰加前任董事會作出，而非由現任董事會作出。

此外，公司主要股東 IAML 早前透過法律顧問向公司及股份過戶登記處送達日期為去年 8 月

27 日的停止通知書，要求停止轉讓由公司發行的 7 張股票所涉及以 IAML 名義持有的 1.07 億股股

份。至此，合共 1.87 億股公司股份被 IAML 申請停止轉讓。

IAML 已提出法律訴訟，限制及禁止登記第一買方及第二買方分別於去年 10 月 18 日及今年

1 月 12 日向 IAML 透過場外交易收購 3,000 萬及 5,000 萬股。而於今年 1 月 18 日，高等法院裁定

在高院就 IAML 對第一買方及第二買方提出的法律訴訟作出裁定前，限制及禁止公司採取措施登記

第一次據稱轉讓的禁令將繼續執行。而在據稱轉讓的法律訴訟獲裁定前，限制及禁止公司採取措施

登記第二次據稱轉讓的禁令將授出及繼續執行。

公司股份自 1 月 5 日起停牌，並將續停牌至另行通知。

正榮地產就多項票據提出交換要約
正榮地產（06158）公布，就 2022 年到期年息 5.95% 的優先票據、2022 年到期年息 5.98%

的優先票據、2022 年到期年息 7.125% 的優先票據、2022 年到期年息 8.70% 的優先票據及

2022 年到期年息 6.5% 的優先票據，尋求交換要約以延長債務的到期日，該等票據未償還本金約

7.98 億美元及 16 億元人民幣。

就美元票據而言，同意交換要約的持有人每 1,000 美元本金額將獲發本金總額為 1,000 美元

的 2023 年到期美元計值優先票據，提早截止日期前同意持有人將獲現金 10 美元、或在提早同意

截止日期後獲發現金 5 美元，及任何應計利息。人民幣票據持有人將就每 10,000 元人民幣本金額

獲發 10,000 元人民幣的 2023 年到期人民幣計值優先票據，提早截止日期前同意持有人將獲現金

100 元人民幣、或在提早同意截止日期後獲發現金 50 元人民幣，及任何應計利息。新票據均按年

利率 8% 計息，每半年支付一次。

另外，公司正向相關係列同意票據記錄中的持有人建議，就同意票據的本金額每 1,000 美元

提呈同意費 2.5 美元，或就同意票據的本金額每 1,000 美元提呈同意費 1 美元。

中交建發債最終息率最高 3.45%
中交建（01800）（601800.SH）公布，向專業投資者公開

發行可續期公司債券（第一期），債券最終發行規模為 20 億元人

民幣（下同）。  該集團指，債券發行價格為每張 100 元，其中品

種一發行規模為 11 億元，票面利率為 2.99％，為 3 個年度為一個

周期；品種二發行規模為 9 億元，票面利率為 3.45％，為 5 個年

度為一個周期。

浙商銀行 7 高層最少 534 萬人幣增持Ａ股
穩定股價

浙商銀行（02016）（601916.SH）公布，將由今日起實施

穩定股價措施，為期 6 個月，將由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共計 7 人

增持股份，金額合計不低於 534.28 萬元人民幣（下同）。

該集團指，包括執行董事兼行長張榮森、執行董事馬紅、執

行董事、副行長和首席風險官陳海強、副行長兼董事會秘書劉龍，

副行長駱峰、副行長兼首席財務官景峰和首席審計官姜戎以不少

於其上一年度領取薪酬的稅後總額的 15% 增持 A 股，涉約 192 萬

元；另現任 6 名高級管理人員除完成義務增持外，再以自有資金

約 342 萬元自願增持 A 股，增持計劃不設價格區間，並在增持完

成後 6 個月內不出售增持的股份。

中興通訊發新超短融 累籌 100 億人幣
中興通訊（00763）（000063.SZ）公布，昨日按面值發

行 2022 年度第八期超短期融資券，集資 15 億元人民幣（下同），

截至昨日已合計發行尚未到期的超短融合計 100 億元。

該集團指，第八期超短期融資券期限為 37 天，單位面值為

100 元，發行利率為 2.1%，兌付日期為 3 月 30 日，上海浦東發

展銀行為主承銷商，中國光大銀行（06818）（601818.SH）為

聯席主承銷商。該集團指，第八期超短融所募集資金已經全部到

帳，將用作補充營運資金和兌付承兌匯票。

中國電信１月移動用戶淨增 307 萬戶至 3.76 億戶
中國電信（00728）（601728.SH）公布，今年 1 月移動用戶

數約為 3.76 億戶，當月淨增 307 萬戶；其中，5G 套餐用戶數為 1.96

億戶，當月淨增 826 萬戶；有線寬帶用戶數為 1.71 億戶，當月淨增

154 萬戶；固定電話用戶數為 1.07 億戶，當月淨增 23 萬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