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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華有望贏蒙古煤礦競標 農行港分行
發10億人幣存款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子豪）路透社報道，農業

銀行(1288)香港分行配售總值10億元(人民幣，下同)
的兩年期人民幣存款證，由法巴承銷，票息為1.2
厘。去年12月，該行亦以1.4厘的票息發行兩年期人
民幣存款證，融資額為5億元。
另外，匯豐公布成為新西蘭乳業公司Fonterra的賬

簿管理人，協助其發行總值3億元的3年期離岸人民
幣債券。

中銀：人債將偏向高息高風險
此外，中銀香港(2388)副執行總裁王仕雄預計，本

年於本港發行的人債總額可達800億至1,000億元，
並料內地、本港及全球企業來港所發的人債，將偏
向高息及高風險。
由於本港對人民幣資產需求大，去年來港發行的

人債日趨低息。王仕雄指出，未來人債息率走勢，
仍要視乎公司信貸評級，以及債市情況而定。他又
認為來港發債，以2至3年的短期債券較有吸引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副局長梁鳳儀出席會計師公會活動後表示，近期不
少名牌來港招股上市，可能受外圍經濟因素，如歐
債危機影響，以致反應一般。但她並不擔心市場的
短期波動會影響日後國際品牌來港上市的計劃，因
為香港市場有一定優勢，且過往一年成績理想。
對於Prada雙重徵稅的問題困擾不少散戶，她表

示，本港稅局正與意大利方面商討解決方案，不擔心
會影響投資者意慾。
她又認為，在內地發展經濟的過程中，香港扮演的

角色是人民幣離岸中心和資產管理中心，預料未來5
年將是新股上市、人民幣離岸中心及資產管理中心發
展的黃金時機。

梁鳳儀不評論派錢行政費
政府公布了向市民派發6,000元的時間表，她透

露，向市民派錢涉及的行政費約為9,000多萬元，主
要是銀行及郵局的行政費，希望7月8日能在財委會通
過，她強調該費用出自公帑，不會從6,000元當中扣
除。
對於被問及公帑來自納稅人，她無直接回應，指所

有支出均須經財委會通過。被問及行政費會否過高，
她則不作評論。是次派錢計劃單是行政費，便耗費公
帑9,000萬元以上，當中銀行手續費佔8,140萬元，每
宗處理費15元，用作處理表格、存款、提供額外人手
等，意味銀行會處理542萬宗申請。■梁鳳儀不擔心市場短期波動影響日後國際品牌來港上市的計劃。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偉民 攝

補習社上市 香港第一家
現代教育生意3億 年賺逾四千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建強）近日有「補習天王」官司纏身，被補習社追討

逾千萬元賠償，加上屢有「補習天王」斥巨資買豪宅的新聞，反映此

一行業收入豐厚，最新的新聞是，補習社也可以成為上市公司。

匯銀家電：
大城市錄負增長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劉璇）匯銀
家電（1280）主
席兼行政總裁曹
寬平 (見圖)昨表
示，集團去年新
開27間零售店至
現時共53間零售
店，今年新店增
加速度將不會少
於27間，集團將
專注發展內地三

四線城市，同時希望能維持去年18%的毛利率。

三四線城市增長達30%
曹寬平指出，受惠於國家的家電下鄉、農民工

的工資上升和保障房政策，令三、四線城市需求
大增，業務將會快速增長，現時一、二線城市的
行業為負增長，三、四線城市增長則達到30%，
而集團現時增長超過行業水平。他稱，平板電視
銷售增長速度最快，同比增長達40%。
集團去年新開27家新店，每一個新店的面積

1,500平方米，新開一家新店的資本支出約150萬
元(人民幣，下同)，同時還需要留200萬的流動資
金，但每間新店平均會在開業後6至12個月實現
收支平衡。他指，公司現有手頭現金逾1億元，
相信足以應對集團業務發展。
由於目前租金不斷上漲，舊店租金升幅達

2%，新店租金升約4%，今後租金仍呈上升趨
勢。曹寬平稱，除集團總部揚州有5家零售店
外，其他零售店均在三、四線城市。為降低租金
壓力，集團將會考慮發展電子商務。

國泰上月載客量升1.1%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國泰航空

（0293）昨日公布與港龍航空合併結算的5月份
客、貨運量。兩間航空公司在5月份合共載客
220.84萬人次，較去年同期升1.1%，運載率
78.3%，下跌3%。以可用貨物及郵件噸千米數計
算的運力則上升9.1%。今年首5個月的載客量合
共上升1.6%，而運力則升9.9%。
貨運方面，兩間航空公司在上月運載的貨物及

郵件合共13.81萬公噸，與去年同期比較少
12.9%，運載率68.2%，跌10.9%。以可用貨物及
郵件噸千米數計算的運力則上升6.1%，貨物及郵
件噸千米數跌幅為8.6%。今年首5個月的載貨量
合共下跌3.1%，而運力則升16.4%。

因應市況 下調歐航線運力
國泰航空收益管理總經理歐永棠表示，運力大

幅上調令經濟艙載客率下降，但頭等及商務艙表
現強勁，加上外幣匯率利好等因素，令5月收益
質素較去年同期有所提升。其中北美、英國及東
南亞市場暢旺，抵銷了日本、上海及中東航線表
現持續偏軟的負面影響。
國泰航空貨運營業及市務總經理韋靖亦表示，

5月歐洲市場持續淡靜，相對去年同期經濟反
彈，企業紛紛大舉進貨的旺市有明顯差別。由於
歐洲航線的需求較弱，故公司亦因應市場需求下
調運力。

勝獅貨櫃發盈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 ）勝獅貨櫃

（0716）昨日宣布，集團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首
6個月未經審核之股東應佔綜合溢利將顯著上
升，主要由於期內集裝箱需求增加、銷售價格上
升、集團的內部管理全面加強、營運槓桿進一步
提高，以及有效的成本控制策略所致。據公告披
露，集團2010年同期溢利為1,019.20萬美元。

紫金擬境外發美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據外電引述知

情人士透露，紫金礦業(2899)計劃在下周一開始
的亞洲及歐洲投資者巡迴推介完成後，將發行美
元債券。早前紫金發出公告指，將透過境外全資
子公司，向美國境外的機構及專業投資者發行美
元債券，所得款項淨額擬供公司旗下紫金銅業，
為其20萬噸的銅冶煉項目採購海外銅精礦之用，
及預留公司海外經營的其它資金需求。紫金已委
任中銀國際亞洲作發美元債的獨家牽頭經辦人和
獨家簿記管理人。有消息指，該筆債券料可獲穆
迪投資服務A1的評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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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子豪）

正與香港金管局一同於俄羅斯
進行路演的國家開發銀行，與
俄羅斯外經銀行簽署合作備忘
錄，協助後者透過香港離岸人
民幣市場，進行包括發債等的
集資活動，以及其他人民幣業
務。
目前金管局與國開行於俄羅

斯，推介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
及投資，冀吸引更多俄羅斯和
東歐地區的金融機構和企業使
用人民幣。此前，俄羅斯第二
大銀行－俄羅斯外貿銀行於香
港發行總值10億元人民幣的3年
期人民幣債券，息率2.95厘，為
首家來港發人債的俄羅斯企
業。

港稅局與意國洽免股稅

適逢現代教育計劃集資上市，據其招股預覽
文件，原來補習社每年的生意額竟達3億元之
巨，每年純利達四、五千萬元，好過不少正宗
的公司，而「生意」的好壞又與補習天王天后
的號召力有直接關係，正好活生生的讓市民可
以一覷這個生金蛋的大生意是如何「好賺」。

年逾70萬人次報讀
補習生意有多興旺，以現代教育公布的數字

來看，該社07/08至09/10年三個年度，每年度
報名人數均逾70萬人次，年收入超過3億元，以
此計算，平均每人支付約400餘元。而2010年下
半年，報名人數亦高達25萬人次，收入1.237億
元。70萬究竟是甚麼概念？現代教育中學補習
收入佔公司近九成收入，而根據政府統計處資
料，09/10年度，全港中學生人數約50.83萬人
(包括特殊學校、夜校及毅進等)，約為現代教育
學生的70%。

「補習天王」主導公司收入
很多生意都有一定的周期，補習生意亦受公

開試的影響，港府推出「三三四」學制，取消
中學會考及高級程度會考，由香港中學文憑考
試取代，令現代教育收生量下挫。不過，該社
預計，隨 能夠升讀高中的學生增加，及上述

文憑試的重讀生出現，生意可以回升。
此外，「補習天王」的名氣，對補習社生意

亦有很大影響，現代教育08/09年度擁有61名導
師，09/10則有52名，但「頭五名導師」所產生
的收入，已佔公司43.6%及39.6%，而2010年初
一名導師離職，亦使中學補習收入下跌1,620萬
元，連同「三三四」學制改革，年度收入下跌
達5%。公司亦承認，公司「品牌、聲譽、業務
和成功，相當程度上視乎我們是否能夠繼續與
一些頭五名導師合作而定」。
根據紀錄，近日受官司纏身的「補習天王」

范浩揚(K.Oten)，即於2010年初與現代教育終止
合約，當時現代教育曾入稟法院追討850萬元的
約滿酬金和1,800萬元的收入損失。

集資用於併購擴充
市場消息指，現代教育將於下周一（20日）

起開始招股。據其初步招股文件顯示，截至
2008年、2009年及2010年6月30日止三個年度及
截至2010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期間的總收入
則分別約為3.09億元、3.6億元、3.53億元及
1.237億元。而2008年、2009年及2010年的溢利
則分別為5,454.2萬元、6,230.9萬元和4,005.8萬
元。是次集資將主要用於償還股息貸款、進行
併購以及開設新的教育中心等。

西藏5100入場費3535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璇）近日港股疲軟，昨日再
跌逾250點，新股招股首當其衝，意大利名牌Prada(1913)
亦難逃厄運，最終要以收窄後的39.5元至42.25元的下限
每股39.5元定價，集資額167.19億元，集團曾希望以收
窄後高位定價，惜最終不得要領。此外，市場更出現自

3月的萊蒙(3688)後今年第二隻暗盤無成交的新股，新股
翔宇疏浚(0871)將於下周一（20日）掛牌，據輝立交易
場資料顯示，昨日其暗盤價無成交。

公司及政府機構客為主
即使新股氣氛未如理想，亦有新股無懼市況不佳。

西藏5100水資源控股(1115)昨日舉行投資者推介會，據
銷售文件指，該股招股價介乎2.62元至3.5元，擬發行
4.5929億股新股，當中90%為國際配售，10%為公開發
售，集資約12.03億元至16.08億元，相當於2011年度預
測市盈率14.6倍至19.5倍，每手1,000股，入場費約為
3,535.28元，市場消息透露，其國際配售已獲足額認
購。
據其初步招股書顯示，該公司為內地高端瓶裝礦泉

水生產商，水源來自位於海拔5,100米西藏念青唐古拉
山脈的附近取水裝瓶製成冰川礦泉水。其主要客戶為
公司和政府機構，並建立了主要的目標團購客戶，包
括中鐵快運、國航、中國郵政以及建銀國際和工銀國
際等。於2010年佔內地高端市場28.5%的市場份額。
該公司是次引入2名基礎投資者，合共認購6,000萬美

元(約4.68億港元)，包括富邦金控旗下富邦人壽，認購
3,000萬美元(約2.34億港元)，以及私募基金Profounders
認購3,000萬美元(約2.34億港元)。
該股將於本月20日起公開招股，30日掛牌，保薦人

為摩根大通、建銀國際、工銀國際和中信證券。

新礦國際配售超額兩倍
其他新股方面，據悉，新礦資源(1231)國際配售已獲

2倍超額認購，繼獲得建銀國際斥資2,500萬美元(約1.95

億港元)入飛後，再獲中資基金斥資8,000萬美元(約6.24

億港元)，以及一個國際性礦業基金斥資3,000萬美元(約

2.34億港元)入飛。更有消息指，於其推介會上撐場的

「大孖沙」們亦將會合共斥資1億美元(約7.8億港元)認購

該股。

至於昨起同時開始招股的三隻新股，其孖展認購表

現亦如業內預料般慘淡。據5間券商的數字，浩沙

(2200)只錄得20萬元，雙樺控股(1241)有10萬元孖展額，

興源動力(1156)更是錄得零元孖展額，三隻新股均未獲

足額認購；此外，5間券商累計為中國光纖網絡(3777)

借出540萬元孖展額，同樣亦認購未足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冠華 內蒙古報道）在日前舉
行的世界經濟論壇東亞峰會期間，蒙古總理巴特包勒
德對外透露，蒙古政府希望就蒙古國第一大礦塔本陶
勒蓋項目的定奪事宜，在6月底前結束與競標者的第一
輪談，如有必要，競標活動時間可能會延長。
目前，神華、三井聯合體已入圍塔本陶勒蓋礦區西

區塊全球公開招標的6家公司（聯合體）短名單。蒙古
國政府將邀請這些公司（聯合體）進一步談判，可能
會選擇3至4個主要競標方組建成一個財團，來運營塔
本陶勒蓋煤礦。目前，圍繞談判已從經濟層面過渡到
到地緣政治等問題，隨 中蒙經貿接洽的不斷深入，
神華集團最終入圍該項目的機會較大。

內蒙修連接鐵路增勝算
據悉，目前神華集團競標塔本陶勒蓋的項目已經被

納入相關部門與蒙古政府的外交範疇之內。隨 塔本
陶勒蓋項目的爭奪日漸加劇，神華集團發力鐵路優勢
的競爭籌碼也日益彰顯。甘泉鐵路計年運輸能力近期
為2,500萬噸，遠期達6,000萬噸，有望今年投入運營；
此外在蒙古國新成立的蒙古鐵路有限責任公司中，神
華集團有望成為該鐵路公司的戰略股東之一。目前該
公司正尋求上市融資，蒙古國政府將會持有51%的股
權，並計劃在2012年完成大鐵路網的建設。
神華集團還計劃在內蒙古新修一條與蒙古接壤的鐵

路，總投入高達49.6億元人民幣，該計劃已經獲得了監
管部門的批准。塔本陶勒蓋煤礦的經濟價值很大程度
上取決於其交通運輸的完善程度，而通過神華集團搭
建的鐵路運輸網絡，塔本陶勒蓋的經濟價值不僅可以
充分體現，蒙古政府還可由此將國內豐富的礦產資源
輻射至東亞市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

圳報道）廣東—意大利經貿合作交
流會近日在意大利首都羅馬召開，

TCL集團亦有參會並公布，公司與
意大利多媒體、通訊、家電3大領
域共9家客戶舉行了經貿合作簽約

儀式，共簽署近3億歐元的經貿項
目。這也是TCL集團2004年正式進
軍歐洲市場以來，在意大利市場所
獲得的最大一筆訂單。TCL通訊設
計中心位於意大利米蘭。

TCL意大利簽資3億歐元

■現代教育創辦人吳錦倫(右)及董事李偉樂。 資料圖片

■「三三四」新學制將影響補習學生的數量。現代教育預計，隨
能升讀高中的學生增加，以及文憑試的重讀生出現，生意可望回
升。圖為現代教育的私校業務「現代書院」。 資料圖片

■西藏5100水資源無懼市況波動，如期赴港IPO，圖
中為首席執行官付琳。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璇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