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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鞋生產企業寶峰時
尚（1121）旗下首間香港旗艦店上周六在尖沙咀開幕，公
司行政總裁陳慶偉表示，未來集團將積極向東南亞市場滲
透。

寶峰在港首開旗艦店

印尼「夢幻島」別墅820萬入門

雲暉翻新花園增賣點

鴻國招股章程錯處多

康菲渤海灣堵油計劃獲批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顏倫樂) 南豐跑馬地雲暉大廈B
座即將開售，發展商表示，項目平台花園面積達4.6萬
呎，計劃斥資近5,000萬元翻新，以馬術為主題，設施
包括24米的室外泳池、健身室、英式桌球等；更引入
英國知名攝影師Tim Flach所拍攝的數幅以馬做主題的
照片，放在平台花園內供參觀。

南豐地產部副總經理黎學良表示，雲暉大廈平台花
園的設計靈感與英國著名馬術酒店Coworth Park

Hotel同出一轍，兩者同樣以駿馬及馬術為主題的相片
及裝飾擺設粉飾室內外空間。集團更斥資6位數字搜羅
由Tim Flach拍攝並曾參展及獲獎的駿馬相片，計劃安
排8幅至10幅照片放在平台花園。

推出發售的B座，42個單位的買家均可獲贈Tim Flach
親筆簽名的「EQUUS相集」作為入伙禮物。項目的停
車場位於地下樓層，車位與單位比例約1比1，42個車位
約150至180萬元，暫傾向單位與車位一併出售。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已經批覆康菲石油在渤
海灣蓬萊油田的封堵溢油源計劃。據前者網站公告稱，康菲石
油「將開啟部分油井從地層中排液，以減輕地層壓力。」

蓬萊19-3油田五個鑽井平台中的B和C兩個平台6月發生原油滲
漏，污染渤海灣870平方公里海域，國家海洋局於9月2日下令關
閉整個油田。中海油總公司旗下中海油股份(0883)也因此而下調
全年產量預期，跌幅高達9.3%。

中海油總公司同時在公告中稱，擁有蓬萊19-3油田49%權益的
康菲石油還將「在B和C平台區域對6口井進行鑽井和其它相關作
業，作為封堵溢油源的進一步措施」。

歐美緊縮
電腦銷量調低增3.8%
香港文匯報訊 資訊科技界研究機構Gartner下

調今、明兩年全球個人電腦付運量預測的年增長
率，其中今年總計約3.52億部，較去年增長
3.8%；明年表現有望較佳，總計4.4億部，較今年
升10.9%。

明年上半年不樂觀
該機構早前曾預測，今年全球個人電腦付運量

將有9.3%增長，到明年可望上升12.8%。此次大
幅下調，主要是因為Gartner調低對西歐及美國市
場下半年的預測。其對明年展望的下調，則是出
於今年的疲弱表現及明年前期的緩慢增長，但到
下半年，隨 經濟情勢趨穩，以及新款流動個人
電腦進入市場，市場情況可望改善。

Gartner研究總監Ranjit Atwal指出，西歐市場不
僅憂慮個人電腦庫存過剩，同時亦面臨經濟劇
變。至於美國市場，其消費個人電腦的付運量表
現在第二季較預期疲軟，顯示開學季的個人電腦
銷售成績教人失望。同時，經濟前景不明朗，導
致西歐和美國這兩地的消費者和企業信心不再。
預期消費者和企業將因應經濟下滑而緊縮開支，
但企業緊縮開支的幅度將會較小。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黃詩 ）印尼BT Batam Island
Marina及新加坡Funtasy Island Development Pte Ltd(FID)
昨日在港推出位於印尼的主題度假村「夢幻島」項
目。據FID創建者兼創辦人楊家武介紹，「夢幻島」面
積為328公頃，建有108棟海洋別墅，總投資額達6億新
幣(約39億港元)。影帝任達華以業主身分亦有出席新聞

發佈會。
「夢幻島」由印尼擁有，距離新加坡名勝聖陶沙島

以南16公里，乘船可到鄰近購物中心怡豐城(Vivo
City)。楊家武表示，該島第一期工程預計2013年年底完
成，其未來發展方向是要成為世界最大的生態主題公
園，計劃建設夢幻娛樂城，包括「生態教育主題樂園」
及「熱帶雨林影視區」，周邊亦建設多種零售商店及主
題酒店。同時，島上約七成自然生態及原始區域將予
保存，推行環保概念。

毗鄰新加坡聖陶沙
據介紹，島上有雨林別墅及海洋別墅兩大類型別

墅，售價由130萬新幣(約820萬港元)起，前者建築面積
介乎370平方米至482平方米，海洋別墅則約484平方米
至563平方米。島內設施包括生態主題公園、運動會
所、水產養殖場等，影視區保留不少稀有生態品種及
熱帶雨林風貌，料將吸引星馬、香港等各國影視界到
場取景拍攝。

香港文匯報訊 昨起招股的鴻國國際
（1028）發出澄清公告，指本月12日刊發的
全球發售售股章程的頁70、頁150及頁186出
現印刷錯誤。

公告指，售股章程的頁70及頁150，當中
「行業概覽 — 中高檔女士鞋履競爭概況」及
「財務資料 — 女士鞋履行業競爭」兩段中10
大品牌所佔市場總額的份額誤印為59.4%。
正確數字為59.6%。

同時，頁70的2010年按估計零售額計算之
中國中高檔端莊及休閒女士鞋履市場份額中

「其他」一項的市場份額誤印為40.6%。正確
數字應為40.4%。

另外，公告又指，集團物業權益於2011年
7月31日的資本值合共應為人民幣146.4百萬
元，而非售股章程頁186「財務資料 — 物業
權益及物業估值」一段所述的人民幣135.4百
萬元。

此次小南國計劃發行3.35億股新
股，其中90%為國際配售，10%在
港公開發售，招股價介乎1.65元至
2.2元，集資額5.5億元至7.4億元，
另有15%超額配股權。按小南國
每手2,000股計算，其入場費為
4,444.35元。

首5月賺3200萬升10%
據小南國網上預覽招股文件顯

示，去年該公司純利為9,647萬元
（ 人 民 幣 ， 下 同 ）， 同 比 上 升
34.5%；今年1至5月的純利為3,200
萬元，同比上升10.7%。毛利率方
面，2009年為64.5%，去年為
65.9%，今年1至5月為66.2%。

小南國目前經營51間以「上海
小南國」和「慧公館」為品牌的
餐廳，包括47間「上海小南國」
和4間「慧公館」，另外亦擬經營
休閒美食品牌「南小館」。其中，

「上海小南國」有40間位於內地，
7間位於香港。該公司計劃於今年
開設22家新餐廳，其中15間已開
張，而明年和2013年則計劃分別
開設26家和33家新餐廳，與08年

至2010年分別開設7家、6家及11
家新餐廳相比，未來其開店步伐
明顯加快。

此次小南國來港上市集資所得
款項主要用作開設新餐廳，部分
用作償還銀行貸款及提升系統。
該公司計劃於本月15日至20日公
開招股，本月28日掛牌上市，其
上市保薦人為美銀美林及渣打。

泛大西洋資本認購天福
另 據 市 場 消 息 透 露 ， 天 福

（6868）將於中秋節假期後的周三
（14日）開始招股，計劃發售2.086
億股，招股價介乎4.8元至6.8元，
集資額介乎10.01億元至14.19億
元，本月26日掛牌上市。私募基
金美國泛大西洋資本集團(General
Atlantic)作為天福上市的基礎投資
者，計劃認購天福7,300萬股股
份，並設12個月禁售期。

鴻國首日孖展額捧蛋
綜合部分證券行的資料，鴻國

國際昨日首日招股因遇大跌市，
其孖展認購額為零。

無懼股災 小南國配售足額
周四起招股 入場費444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卓建安）全球金融市場動盪，港

股昨更暴跌近900點，惟有公司繼續去馬在港招股上

市。繼鴻國國際(1028)昨日開始招股，中式連鎖餐飲集

團小南國(1147)同日舉行投資者推介會，計劃於周四(15

日)公開招股。消息透露，小南國的國際配售已獲足額

認購，包括多間亞洲知名機構投資者斥資參

與。

永利15.4億獲批路 地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涂若奔）永利澳門

（1128）昨日公告宣布，集團正式接受澳門政府
授出有關澳門路 城約51公頃土地批給合約，應
付土地溢價為15.47億澳門元。該股昨日曾一度
大漲6%至25.6港元，但午後倒跌收報23.7元，跌
幅4.04%。

公告披露，土地批給合約允許其全資間接附屬
公司Palo及永利澳門於路 城土地發展包括五星
級酒店、博彩場地、零售、娛樂、餐飲、水療及
會議場地服務的渡假村，初步年期為由土地批給
合約刊登於澳門官方公報日期起計25年。Palo須
於路 城土地發展期內每年向澳門政府支付租金
617.39萬澳門元，及於發展完成後每年支付租金
864.14萬澳門元。另外，澳門政府可以每五年調
整一次租金。

太平人壽收入跌5.8%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美玉）中國太平

（0966）公布，太平人壽今年首八個月累計保費
收入223.2億元（人民幣，下同），較去年同期的
236.9億元下跌5.8%。

海航10億人債息6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美玉）海南航空旗下

香港子公司海南航空（香港）發行10億元（人民
幣，下同）三年期點心債。海南航空為該債券提
供擔保，德銀，摩通及永隆為主辦行。

據湯森路透旗下IFR報道，是次債券息率為6
厘，認購額達13億元，主要為亞洲投資者。按類
型分類，私人銀行和商業銀行分別佔45%及
25%，基金公司佔比13%，其他為17%。

美銀美林任命新董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美玉）美銀美林宣

布，該行聘請Kim Man Li為董事及亞太區股票執
行服務產品發展部主管，主理內部及面向客戶之
交易科技發展，並協助部門加強在亞洲發展新產
品。加入美銀美林後，Kim將在香港履新，並向
亞太區股票執行服務部主管Ryan Holsheimer及全
球電子交易部主管Roger Anerella匯報。

Kim之前任職高盛11年期間，曾在電子交易業
務發展上擔任不同崗位，離職前為泛亞洲電子交
易銷售部主管。

新股招股日程表
公司 9月   10月 業務 集資額(港元)

14 15 16 19 20 21 22 23 26 27 28 29 30 3 4 5 6
鴻國國際(1028)     女裝鞋產銷商 11.5億-16.2億
天福(6868) 台資茶商 10億-14.2億
小南國(1147) 中餐連鎖集團 5.5億-7.4億
動感集團(1096) 男裝鞋營運商 3.6億-5.49億
專業旅運(1235) 旅遊代理 5600萬-6900萬
三一重工 工程機械製造商 約265億
中信證券 證券商 117億-156億
徐工機械 工程機械製造商 約117億

資料來源︰市場消息　 ■招股日　 ■掛牌日

■左起，小南國財
務副總裁張俊，運
營及人力資源管理
副總裁邵珊，執行
董事兼行政總裁康
捷，執行董事兼董
事長王慧敏，法務
副總裁兼董事會秘
書冷怡佳，董事長
助理王蓓蓓出席投
資者推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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