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華永道：美對華企審計檢查或需時數月
香港文匯報訊 中美8月達成協議，

首次允許美國監管機構檢查為中國在
美上市公司提供審計服務的中國會計
師事務所，以幫助解決在美上市中國
公司的審計糾紛。
外電引述國際會計和諮詢公司普華

永道董事長Bob Moritz表示，美國監

管部門已經開始對在美上市中國公司
進行審計檢查，可能需要數月時間才
能知道結論。
Moritz對路透社表示，該行正處於

檢查過程中，處於檢查的非常早期階
段，還需要好幾個月的時間才能得出
結論。並表示將繼續分享允許披露的

信息。普華永道的中國客戶包括電子
商務巨頭阿里巴巴集團(9988)。
Moritz 證實，在截至6月30日的一
年中，普華永道的全球收入達到503億
美元，較上年增長13.4%。並預計，隨
着業務從新冠疫情中反彈，本財年將
繼續進行大規模招聘。

美元指數回軟 離岸人民幣曾見10日高位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周曉菁） 債
券市場降溫，美國公債收益率漲停，
帶動昨日美元指數曾跌穿111，重回美
聯儲9月加息前水平。消息利好全球其
他市場，不僅短暫緩解了股市氛圍，
還幫助非美元貨幣匯率得到喘息，歐
元、英鎊等擺脫歷史低位，離岸人民
幣曾高見7.0522，達近10日高位。
美國10年期債息昨日曾跌穿3.6厘，

較加息後高位下挫約一成，美元指數
應聲跌穿111，為其他貨幣贏得短暫的

回勇時間。歐元匯價上揚，兌美元曾
高見0.9906，從9月26日的20年低點
0.9528美元溫和回升。
英鎊兌美元高見1.1426，脫離9月26

日創下的紀錄低點1.0327，兌港元高
見8.9695，英國10年期債息亦跌曾穿
3.8厘。
離岸人民幣輕微回升，昨日曾走高
573 點子，收復 7.06 關口，午後見
7.0522。昨晚 8點，報 7.0742。分析
指，在未來幾個交易日，人民幣兌美

元可能在7.07至7.20區間內。

美國加息周期完結預期升溫
此外，路透引述三菱日聯金融集團

（MUFG）報告，分析師認為美元的
回調與美國收益率的大幅走低相吻
合，相信美元和收益率的走勢似乎部
分反映出市場參與者更加相信美聯儲
正在接近加息周期的終點，市場對美
聯儲明年終端利率的預期已經從4.75%
左右降至4.39%。

德國租車行Sixt購逾10萬輛比亞迪電動車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曉菁） 德
國汽車租賃公司Sixt昨表示，根據雙方
簽署的新合作協議，承諾未來幾年向
比亞迪（1211）購買逾 10萬輛電動

汽車。
據路透社消息，Sixt在一份聲明中
說，根據第一階段協議，公司將向比
亞迪訂購數千輛純電動汽車，其中第
一批將於2022年第四季度提供給Sixt
在歐洲的客戶。Sixt還同意在2028年
前再購買約10萬輛電動車，雙方已經
同意研究在世界各個地區的合作機
會。

ATTO 3料成首款購入車型
Sixt表示，公司將成為歐洲第一家提

供比亞迪汽車的租車公司，其購買的
第一款車型將是比亞迪ATTO 3。據
悉，ATTO 3 即是在內地名為「元
PLUS」的電動汽車，今年2月在內地

上市後，在香港以及新加坡、澳洲等
地市場，均以ATTO 3為名相繼推
出。
據介紹，比亞迪ATTO 3由全球設

計總監Wolfgang Egger操刀，後者曾
是Audi的首席設計師。新車搭載的刀
片電池打破了傳統磷酸鐵鋰電池的低
能量密度問題，擁有極強安全性、超
長壽命及續航里程提升超過 50%等特
點。
比亞迪香港官網顯示，比亞迪AT-

TO 3有尊貴型及旗艦型兩款型號，續
航里程分別為約400公里及約480公
里 ， 電 池 容 量 則 為 49.92kWh 及
60.48kWh，透過1換 1計劃選購AT-
TO 3分別需要24.5萬至27.3萬港元。

◆比亞迪ATTO 3電動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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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德醫療遭監管查詢突煞停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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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陽樓市淡靜 新盤僅4宗成交
加息陰霾籠罩，昨日重陽節假日樓市交投淡靜，新盤僅錄

約4宗成交，當中Wetland Seasons Bay第2期標售沽出3

伙；而二手市場則相繼錄得多宗低價成交，藍籌屋苑沙田第一城3

房戶造價更跌穿600萬元，呎價僅12,528元。代理預計全年整體樓

宇買賣合約登記約6.5萬宗，料見歷史新低。

◆香港文匯報記者 曾業俊

一手新盤昨錄約4宗成交，新地旗下
Wetland Seasons Bay第2期以招標

形式沽出3伙，合共套現約4,072.3 萬
元。

WSB第2期標售沽出3伙
成交單位分別為別墅RV2地下B室，
實用面積1,121平方呎，連669平方呎花
園，成交價 1,525.6 萬元，呎價 13,609
元。別墅RV1地下B室，實用1,121平方
呎，連665平方呎花園，以1,519.96萬元
售出，呎價13,559元。另別墅RV3 1樓
C 室，實用面積 757 平方呎，造價
1,026.735萬元，呎價13,563元。
恒基粉嶺ONE INNOVALE Bellevue

再沽1伙，為C座5樓25室，實用386平
方呎，成交價564.69萬元，呎價14,629
元。項目於周日（2日）次輪推售價單
143伙，惟僅售出47伙或32%。

二手續現低價成交
二手市場持續錄得低價成交，美聯助

理聯席董事黃錦瀚表示，沙田第一城出
現3房戶跌穿600萬元個案，屋苑1座低
層B室，實用451平方呎，放盤3個月，
由 650 萬元減至 565 萬元成交，呎價
12,528 元。同座低一層的同面積E單
位，於去年11月造價640萬元，呎價
14,191元，反映同類單位樓價近年跌逾
一成。

早前備受市場追捧的將軍澳樓盤，近
期亦屢錄低價成交。中原高級分區營業
董事伍錦基指，天晉1期3座低層B室，
實用 873平方呎，採三房套間隔，以
1,513萬元易手，呎價17,331元，較7月
份同類862平方呎的同座低層A室造價再
低8,000元。另外，美聯助理區域經理馮
根明表示，元朗PARK YOHO Genova
第30B座低層單位，實用477平方呎，連
174平方呎平台，劈價53萬至655萬元沽
出，呎價 13,732 元，原業主持貨逾 5
年，賬面僅賺30.3萬元，扣除雜費料近
平手離場。
中原研究部高級聯席董事黃良昇指

出，今年首9個月整體樓宇買賣合約登記

錄47,886宗，總值4,659.3億元，較去年
同期的75,568宗及7,056.9億元，分別下
跌36.6%及34.0%。當中二手錄25,383宗
登記，涉資2,262.9億元，分別按年跌
40.1%及41.3%；一手登記錄8,968宗，
總值988.9億元，分別按年跌30.1%及
44.9%。

首9月樓市整體成交價量齊跌
他估計，今年全年將錄約6.5萬宗整體

樓宇買賣登記，將見1996年有紀錄以來
27年新低，打破2013年的70,503宗舊最
低紀錄。預計今年全年二手宗數約3.4萬
宗，將見27年新低；一手全年料錄約1.2
萬宗，將見9年新低。

▶ Wetland Seasons Bay第2期昨日標售沽出3伙，合共套現逾4,072萬
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原定
於今天掛牌的內地腫瘤微創治療開發及
供應商百德醫療（6678）周一（3日）晚
突公布，鑒於監管機構作出查詢，該集
團需要更多時間作出回應，經徵詢聯席
全球協調人後，決定延遲全球發售，不
會於今天（5日）上市掛牌。該集團並未
交代，監管機構查詢的具體內容。百德
醫療赴港上市前，經歷兩次遞表才通過
港交所聆訊，如今上市願望再次落空。
百德醫療於周一的暗盤交易中，耀才
暗盤收報 0.82 元，較招股價 1.4 元低
41.4%。以一手2,000股計，賬面蝕1,160
元。在輝立及富途暗盤交易中，分別跌

40.7%及37.1%，收報0.83及0.88元，一
手賬面分別蝕1,140元及1,040元。該集
團於周一發布配售結果，全球發售2.48
億股，其中香港發售約佔18.18%，國際
配售佔81.82%，最終發售價已釐定為每
股發售股份1.40元。據此，公司集資額
約3.47億元。

未披露煞停上市原因
今次百德醫療突煞停上市，未有披露

當中原因，公司招股書的風險因素一欄
顯示，其業務及行業有關的風險有：無
法取得、維持或重續集團的微波消融醫
療器械商業化所需的監管備案及註冊

證；無法維持或重續業務和運營所需的
所有許可證、執照和證書；集團可能會
因未能遵守有關安全設施的相關中國法
律法規而被處以罰款；以及製造設施營
運中斷可能對其的業務、財務狀況及經
營業績造成重大不利影響等。
招股書顯示，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資

料，按醫院收費價格計，內地微波消融
市場的規模有望由2022年的30億元（人
民幣，下同）大幅增長至2026年的92億
元，複合年增長率為32.5%。百德醫療
作為中國領先的微波消融醫療器械供應
商之一，相信其業務處於有利位置，藉
助微波消融市場的積極趨勢，如腫瘤患

者數量日益增加、微波消融適應症的擴
大，以及可以進行微波消融手術的醫院
數量日益增加，進一步鞏固百德醫療於
內地微波消融市場的地位。

認購者下周可獲退款
至於今次百德醫療未能上市的退款安

排，經網上以白表認購者將安排於本月
10日把退款支票郵寄至表格內所示地
址。若經銀行支付認購款項，則會在同
日以電子自動退款指示形式發送到付款
賬戶。申請認購100萬股或以上者，則
可於本月10日上午9時至下午1時正，
親臨卓佳證券登記公司領取退款支票。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殷考
玲） 滙控可能再有出售資產動
作，英國天空新聞昨日報道指，
滙控（0005）正考慮出售其加拿
大業務，並已指示摩根大通接觸
潛在買家，有分析師估計，其加
拿大子公司的價值可能達70億
美元(折合約550億港元）。滙控
昨在英國股價曾升4%，一度高
見479.95便士。

稱處「早期階段」未作決定
滙控在一份聲明中表示，集團

會定期審查其在所有市場的業
務，目前正審查在加拿大全資子
公司的戰略選擇，可能出售該集
團在加拿大滙豐銀行的100%股
權，惟現時處於早期階段，尚未
作出任何決定。滙控網站資料顯
示，滙豐銀行是加拿大第七大銀
行，自1980年初已在該國進行
了10多次收購。

已退出美國零售銀行業務
事實上，滙控去年初宣布「重
返亞洲」策略，去年5月底就宣
布退出美國零售銀行業務，在美
國148間分行網絡中將出售90間
分行、關閉35至40間分行，小
部分實體網點將重新分配作20
至25間國際財富中心，料相關
交易稅前成本達1億美元，但仍
然保留當地環球銀行及財富管理
服務。而且滙控於2016年亦以
逾50億美元出售了巴西業務。
今年8月，滙控舉行香港非正

式股東會議。被問及會否分拆亞
洲獨立上市及遷冊回本港，以避
免受英國當局監管時，滙控行政
總裁祈耀年曾回應指，分拆亞洲
業務需要三至五年，該集團須保
留更多資金；這還會對股息造成
負面影響，而且遷冊回港註冊涉
及不少成本。

◆ 滙控早前曾指分拆亞洲業務需要三至五
年，集團須保留更多資金。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