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璇）趕在Prada前上市的全球
最大行李箱品牌新秀麗(Samsonite)亦正展開初步推介，
保薦人之一的瑞銀發表報告指出，認為新秀麗估值為
234億至311億元，並暗示預測2011年度，市盈率為21-
28倍。

瑞銀預測，新秀麗2010年至2013年度的盈利複合年
增長為38%，主要由營業額增長20%及提升規模效益，

以及這兩年的毛利率分別為55%
至56%。

其他新股方面，美高梅中國
（2282）昨日孖展表現並不算差，統計6間券商，首日
為其借出5.6億元孖展額，相當於公開發售集資11.66億
元計，有近50%認購。

將於6月10日上市的華能新能源獲得金風科技(2208)的
認購，涉資不超過1500萬美元。金風科技發布公告
稱，將通過其全資附屬公司金風新能源(香港)，認購華
能新能源IPO股份。

五料新股王 米蘭站逆市飆66% 
散戶一手勁賺2200元 姚君達身家暴漲5.36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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漲跌（點）漲跌%
香港恆生指數 22711.02 -488.37 -2.11 
滬深300指數 3022.98 -98.62 -3.16 
上海A股指數 2905.75 -87.77 -2.93 
上海B股指數 289.52 -10.45 -3.48 
上證綜合指數 2774.57 -83.89 -2.93 
深圳A股指數 1202.89 -45.25 -3.63 

漲跌（點）漲跌%
深圳B股指數 740.55 -29.49 -3.83 
深證成份指數 11742.19 -418.84 -3.44 
東京日經225指數 9460.63 -146.45 -1.52 
台灣加權平均指數 8747.51 -89.52 -1.01 
首爾綜合指數 2055.71 -55.79 -2.64 
新加坡海峽時報指數3110.48 -58.06 -1.83 

漲跌（點）漲跌%
悉尼普通股指數 4722.86 -84.88 -1.77 
新西蘭NZ50 3554.14 -23.31 -0.65 
雅加達綜合指數 3778.45 -94.50 -2.44 
吉隆坡綜合指數 1528.98 -12.05 -0.78 
曼谷證交所指數 1053.97 -18.97 -1.77 
馬尼拉綜合指數 4263.19 -17.67 -0.41 

漲跌（點）漲跌%
歐美股市(截至21:32)
紐約道瓊斯指數 12369.91 -142.13 -1.14 
納斯達克指數 2759.11 -44.21 -1.58 
倫敦富時100指數 5851.10 -97.39 -1.64 
德國DAX指數 7118.61 -148.21 -2.04 
法國CAC40指數 3911.27 -79.58 -1.99 

■專線：2873 8002 ■傳真：2873 3957 ■電郵：business@wenweipo.com ■網址：http://www.wenweipo.com ■地產版電話：2871 5302 ■地產版傳真：2814 0960

鄭大班歸於平淡 將回饋社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璇）今年「五料新股王」誕生。雖然昨日

港股大瀉近500點，但首日掛牌的米蘭站（1150）不負眾望，逆市大

升，收報2.77元，升幅達65.87%。不計手續費，一手2,000股賺

2,200元。米蘭站首日股價表現更賽過暗盤價，令其繼「超購王」、

「凍資王」及「暗盤王」的「三料新股王」後，更奪得

「升幅王」和「賺錢王」的稱號。

Prada最多籌156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璇）本港迎來眾多世

界奢侈品公司於本港進行IPO的熱潮，意大利名
牌 Prada 已於上周通過港交所(0388)的上市聆
訊，該公司已開始進行初步推介。港交所（0388）
主席夏佳理昨日表示，該所會致力於吸引不同的
品牌於港上市，但並不僅限於奢侈品牌，但他相
信，來港上市的企業是看好其亞洲業務。

市場消息指，Prada是次上市集資額將高達20
億美元(156億港元)，擬發行約4.23億股股份，其
中86.1%為舊股，13.9%為新股，15%的超額配股
權，上市後，公司發行股數會增至約25.59億
股。Prada將於6月6至17日推介，6月14日起公開
招股，6月24日掛牌，保薦人為高盛、里昂。

Prada集資所得88%用於擴展DOS網絡，以及
店面面積擴張，於未來12至18個月更新或改變現
有DOS的位置；其餘用於償還銀行貸款，當中包
括2200萬美元(約1.716億元)按揭貸款協議及短期
循環備用信貸；以及作一般營運資金。

今年預測賺27億增1.5倍
據路透消息，Prada配售的舊股中最多有40%來

自意大利聯合聖保羅銀行，其餘全部來自家族企
業Prada控股。照此推算，Prada的市值有望達到
100億美元。聖保羅銀行於2006年購入Prada的5%
股權時，曾斥資1億歐元，相當於公司當時市值
為20億歐元，5年之間大升了近2.6倍。

高盛的報告指出，Prada 2011年度預測純利為
2.508億歐元(27.33億港元)，2012年和2013年分別
為3.827億歐元(41.7億港元)和4.831億歐元(52.64億
港元)，分別按年增長1.5倍、53%和增長26%。同
時，Prada 2011年度總營業額為20.467億歐元，
按年增長31.1%，較行業平均增長16%為佳，該
行預期，Prada 的高增長會持續。

在米蘭站昨早以2.6元開市，較其招股
價1.67元上升55.69%，收市價報2.77元，
當日升幅達65.87%，成交2.85億股，涉
及金額7.84億元。公司主席姚君達在掛
牌儀式後，對米蘭站股價突破的成績表
示很開心，指證明了市場對公司的認
可。在米蘭站首日暴漲的背後，不僅支
持米蘭站的投資大戶和散戶們撈了一
筆，其掌門人姚君達的身家亦在7小時內
暴漲近5.36億元，相當於每小時賺7,660
萬元。

三好友帳面共袋近三千萬
而姚君達的三名友好—和之味飲食集

團董事總經理鄭威濤、理文造紙(2314)首
席執行官李文俊及太子珠寶鐘錶主席鄧
鉅明，帳面分別袋1980萬元、616萬元及
330萬元。

正業國際入場費2888.8元
本港三月中後，因日本地震引發的核

危機受到的IPO冰凍期，終於最近開始
解凍並逐漸炙熱起來。內地紙製品包裝
商正業國際（3363）亦看好時機，再次
來港，於昨日公布其招股詳情，該股計
劃發售1.25億股，當中10%於香港公開
發售。招股價1.43元，每手2,000股，入

場費約為2888.8元，保薦人為招銀國
際。

正業是次淨額集資1.4億元，據其招股
文件，其中35%用於預計明年首季投產
的合肥市新生產基地的生產設施；30%
用作鄭州新生產基地生產設施，料今年
第四季投產；18%用作提升生產設施；
5%為研究及開發資金；2%提升企業資
源規劃系統，其餘10%則用作一般營運
資金。

籌備新機器料毛利率改善
該公司財務總監劉宏立表示，公司

2011年整體訂單按年錄增長可觀，但未
有披露具體升幅。今年計劃投入的資本
開支將少於8000萬元人民幣。公司董事
長胡正亦指出，公司正籌備第4台年產能
約達8萬噸的瓦楞芯紙造紙機，並預期於
下半年投產。

劉宏立續稱，由於去年生產成本持續
上漲，令去年公司整體毛利率微幅下
跌，但公司今年已與合作廠商洽談原材
料價格，以及至今的上半年生產成本並
未有大漲，公司產品亦有提價，相信今
年整體毛利率或有改善，希望紙包裝業
務毛利率可由去年的18.3%回到20%以上
水平。

有市場預測，正業今年市盈率為5.5
倍，劉宏立亦透露，基礎投資者除了合
作夥伴美的外，同時亦獲得數名機構投
資者認購。

龍翔大削集資額至3.85億
此外，同樣捲土重來的亦有內地液體

化學品碼頭和儲存服務供應商龍翔集團
（0935）擬籌資金額較去年底的5.6億元
削減至約3.85億元，招股價介乎1至1.4港
元，發售2.75億股新股，招股價相當於
預測市盈率9.17-12.8倍，將於5月30日起
公開招股，6月10日掛牌，保薦人為光大
證券。另據市場消息，南光（集團）有
限公司有意斥資認購龍翔約5,000萬股股
份，成為其主要投資者。

龍翔是次籌資所得款項將用於發展南
京碼頭三期設施、系統升級以及增加流

動資金。 該公司主要營運位於南京化學
工業園區內的碼頭，主要客戶為特種材
料和化學品生產商美國塞拉尼斯，於
2010年度，龍翔的營業額為2.33億港
元，淨利9,675萬港元，分別按年上升
17%及13%。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馬子豪）

一 般 人 眼 中 ，
「銀行大班」是
尊貴和顯赫的代
名詞，似乎高不

可攀。但即將退休的匯控(0005)執董鄭海泉，只來自尋
常百姓家，經歷你和我也經過的人生跌宕，憑藉一貫
不屈不撓、肯搏肯捱的「香港精神」，經過近30年，終
登上匯豐銀行140年來首位華人大班之位。他的故事，
無疑又為「成功需苦幹」此老掉牙的道理提供例證。

草根出身 印證「成功需苦幹」
鄭大班昨日與傳媒作退休前最後一次聚餐。去年曾經

大病一場的他，比以往消瘦，聲線亦較為柔弱，但精
神十分飽滿，笑容從沒停過，滔滔不絕地向記者們說
故事。

出身草根的鄭海泉，當年一邊打工一邊讀夜校終考入
中大，之後負笈新西蘭攻讀經濟學碩士，但每日要到
當地餐館洗碗賺外快。對當年的困難艱辛，他仍記憶
猶新：「無錢，連杯咖啡都不敢喝呀！」

大班路 誤闖誤撞入錯Lift開始
孩提時代的艱澀，讓鄭海泉種下堅毅及耐力的根。但

對於1978年考上匯豐這老字號銀行，鄭海泉說自己當
時並非抱 什麼宏大志向，只是為求能享受匯豐員工
百分百的借貸，和低息的按揭買樓優惠，正如他上周
在匯控非正式股東會中也謂，「多謝匯豐讓我能夠養
妻活兒。」

初到匯豐大樓，因未熟習環境，誤打誤撞下闖入「大
班專用升降機」，結果被保安禮貌地請了出來。但當時
又有誰知道廿多年後，這名「入錯Lift」的小伙子，原
來只是「入早了」；2005年5月，由經濟研究員做起的
鄭海泉，果真成為匯豐銀行主席，為逾140年來首位華
人主席，名正言順坐上雄視維港兩岸的大班椅。

難忘金融風暴 與職員渡危難
做到匯豐大班，鄭海泉所入的絕不是「白金升降

機」，大班之路絕不平坦，尤其在他出任 生(0011)副
董事長兼行政總裁期間，經歷了98亞洲金融風暴、03
年「沙士」等水深火熱的日子。在那些普通人方寸大
亂的非常時刻，作為本港大型銀行之首的鄭海泉亦曾
心想，是否自己倒楣「黑仔」，但他略作心理調整後堅
定繼續前行，令銀行創出佳績。更為人津津樂道的
是，危難期間， 生未因節省成本之故而解僱任何一
位職員，此風更一直沿用至今。

華麗背後 只有工作沒有娛樂
我們常以為銀行大班所過的生活是華麗的如夢人生，

但事實上，鄭海泉因職務纏身連大眾娛樂也要放棄，
「已不知多久沒進過電影院，看電影絕大多數都在飛機
上看，還要在回程時才有閒暇看呢！」

雖然行將卸下大班一職，但鄭海泉仍為匯豐說盡美
言，謂匯豐所追求的不只是利潤增長，更講求企業價
值，四個老闆分別是股東、客戶、員工及社會；又大
讚新任行政總裁歐智華是「聰明仔」，有信心他可帶領
匯豐重現光輝，揚言會長期持有匯豐的股票收息。

本周四(26日)為鄭海泉的最後正式上班日，之後他會
轉任匯豐顧問；但返回「草根階層」的他，退休後會
落力於公益事務，回饋社會。

新秀麗估值234億至311億

鄭海泉簡歷
2011年5月：退休

2008年2月：出任匯控執董

2005年5月：正式擔任香港匯豐銀行主席

1998年： 生副董事長兼行政總裁

1992年：重返匯豐，擔任經濟及業務策略研究部經理

1989至1991年：借調至港府中央政策組

1986年：匯豐首席經濟研究員

1978年：加入匯豐財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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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蘭站昨上市不負眾望。米蘭站主席姚君達(中)，港交所主席夏佳理(左)出席上
市儀式。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偉民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