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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樸思：內地經濟仍在「起飛」

互聯網成免費電視大敵

梁伯韜高價買入
或轉售內地買家

魔童：電視業5年內變天

歐債恐慌 港股險守二萬關

王維基套現50億撼無
溢價30%售電訊業務 「紅籌之父」接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璇）據IFR消
息，蘇格蘭皇家銀行(RBS)和私募基金
CVC Capital Partners，計劃通過出售新
秀麗（1910）1.125億股份，最多套現17
億港元。消息稱，RBS和CVC售股的參
考價格區間為每股14.9至15.15元，相當
於最高折讓4.73%，美銀美林擔任唯一
額度分配行。

新秀麗昨挫7.801%，報14.42元，成交
22.17億元。

維達配股籌4.9億
另外，維達國際（3331）以先舊後新

方式在市場上配股籌資4.9億元。公告
稱，其主要股東富安同意按每股11.68元

出售4,200萬股舊股，然後按同等價格認
購同等數量新股。是次維達國際透過發
行新股籌資凈額預計約4.7億元，將用於
實行集團預期的產能擴充計劃以及作一
般營運資金。維達昨收報12.28元，跌
0.163%。

合生創展集團（0754）公布，公司於
3月初至4月10日期間，合共在市場出售
了4,093萬股北京金隅（2009）的A股，
涉及總額逾3.74億元人民幣，平均售價
為每股9.15元。該批股份相當於金隅股
份已發行股本(A、H股總和)約0.96%。
合生創展表示，預期是次出售股份將可
錄得3.88億港元的收益，出售所得資金
將用作公司的額外營運資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璇）第二季新
股來勢不減。據復星醫藥於上交所發出
的通告指出，該公司已獲中國證監會批
准，來港發行H股上市。復星醫藥獲准
發行不超過5.47億股境外上市外資股

（含超額配售7,140萬股），每股面值1元
人民幣，全部為普通股。完成本次發行
後，復星醫藥可於港交所主板上市。

早前消息指，復星醫藥計劃於第二季
來港上市，籌集6億至8億美元(約46.8億
至62.4億港元)，已委聘摩根大通、德銀
及中金擔任安排行。復星醫藥為復星國
際(0656)附屬公司。

此外，受民企風波影響，昨進入第二
日招股的江南集團(1366)孖展認購反應
冷清，成績單仍捧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建強）永泰地
產(0369)及利邦(0891)一同發表公佈，永
泰以3,250萬英鎊(約4.046億港元)的首期
款，出售旗下男裝品牌Gieves & Hawkes
及業務予利邦。同時，利邦將據收購相
關品牌獲利能力，於未來18年內可能需
要支付最多不超過6,000萬英鎊(約7.47億

港元)的額外付款予永泰。是次交易預期
將於1個月內完成，並以利邦內部資源

（包括備用銀行信貸額）支付。
利邦指，獲利能力付款部分為或然付

款，視乎收購品牌於大中華區、澳洲及
新西蘭等地在未來18年之特許授權業務
增長情況而定。

股東套17億 新秀麗挫7.8%  

中證監批准復星醫藥上H股

永泰售男裝品牌予利邦

態

本 內容：文匯財經 投資理財 地產新聞
漲跌（點）漲跌%

香港恆生指數 20140.67 -215.57 -1.06 

滬深300指數 2520.04 +0.25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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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普通股指數 4327.32 -46.38 -1.06 

新西蘭NZ50 3465.39 -9.72 -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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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股市(截至21:45)

美國道瓊斯指數 12824.92 +108.99 +0.86 

納斯達克指數 3017.17 +25.95 +0.87 

倫敦富時100指數 5643.88 +48.33 +0.86 

德國DAX指數 6709.60 +103.17 +1.56 

法國CAC40指數 3269.27 +51.67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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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金財

城電是次以49.51億元出售旗下各電訊公司的全部已發
行股本，另外以6,100萬元出售所持廣州城電的全部

股權，總代價為50.12億元。買方為私募基金CVC，有人稱
「紅籌之父」的梁伯韜坐鎮。市場普遍認為交易價格對城
電相當有利，因為總代價較城電停牌前市38.45億元有
30.35%溢價，而且城電只出售電訊資產。

派特息2.5元 城電昨升13%
受消息刺激，且城電建議派發特別股息每股2.5元，集團

昨早復牌後曾逆市升12.9%，收報5.24元，升5.43%。有分
析認為，不少股東是從兩元多或以下買入的，收取特別息
後等於零成本持股，王維基以這樣的方式讓股東作出選
擇，若對其進軍免費電視市場缺乏信心，可沽貨離場。若
選擇持有，代表願意支持他繼續尋夢。

廣管局在2009年底受到城電的本地免費電視牌照申請，
其餘申請者包括有線寬頻(1097)及電訊盈科(0008)。城電在
公告中指，從公開判決中得悉，廣管局已向行政長官會同
行政會議建議，向城電發牌。事實上，市場早有共識，亞
視的案件很快會完結，免費電視行業將進入戰國時期。

未來4年料需25億元彈藥
城電指出，過去一年一直籌備其多媒體業務，包括在去

年8月取得將軍澳工業 地段興建多媒體中心，預算耗資
不少於8億元興建40萬平方呎，在2014年4月投入運作。另
外，又已展開大型招聘，成立一組大型製作人員及演藝人
才班底，預計未來4年，在多媒體業務動用的資金不少於
25億元。

城電向股東交出全盤發展大計，而且交易條款中指出，
香港寬頻向城電授出不可剝奪的使用權，即是日後城電可
免費透過香港寬頻傳送免費電視服務。耀才高級分析員植
耀輝認為，最重要的成本已經解決，交易相當「划算」，有
助發展免費電視業務之餘，亦毋需負擔網絡維修等成本。

分析：數年內難收支平衡
王維基一向行事獨特，當年進軍電訊行業「攪局」，如

今劍指免費電視一哥TVB，有分析卻不看好。英皇證券研
究部副總裁林建華認為，城電要打入內地市場有難度，國
際市場方面，TVB已建立起慣性收視，城電難以比肩。因
此，若城電單靠本地市場的廣告收入，未來2至3年都難以
達到收支平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廖毅然）城市電訊(1137)

昨日宣布，以50.12億元悉數出售現時主要營運的

電訊業務，撤出電訊市場，專注發展多媒體業

務。主席王維基由「電訊魔童」，搖身一變成為

「電視魔童」。市場對此看法不一，樂觀者認為城

電可繼續免費使用香港寬頻的網路，對其發展免

費電視十分有利。但亦有言論指，城電難與TVB

硬撼，魔童此舉等同燒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廖毅然）梁
伯韜旗下的私募基金CVC今次「賣
大包」高價買入城電(1137)的電訊資
產，市場對此多有揣測，普遍認為交
易將有後 ，可能會重新包裝再上
市，亦可能會轉售內地買家，無論如
何都會為本地電訊市場帶來一定的衝
擊。

中移動高價買萬眾
市場亦有說法指，梁伯韜與長實

(0001)主席李嘉誠關係匪淺，是次買入香港寬頻，可能幫助李氏取得
更多的本地固網資產。不過，耀才高級分析員植耀輝認為這個可能
性很低，反而轉售內地買家的可能更高。因為早年中移動(0941)曾以
高價將華潤萬眾收購並私有化。內地買家不計較成本的行為，或促
成CVC今次高價買入城電的電訊資產。

英皇證券研究部副總裁林建華認為，無論是否由內地買家接手香
港寬頻，「三網融合」，即流動電訊、互聯網及電視，仍然會是全球
電訊市場的大趨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遠威）王維基為城市電訊(1137)聯合創辦
人兼主席，在1990年代創辦城市電訊，並在2000年創立香港寬頻，
挑戰電盈(0008)旗下網上行的市場地位，奠定他的電訊業務王國。

擅打減價戰出位宣傳
他在業內有「電訊魔童」之稱，源於早年與電盈進行的一輪減價

戰，每次出手皆會為市場帶來新格局。他破格出位，擅長打減價戰
及逆境戰，其親自策劃的電視廣告經常暗諷對手，現時亦不斷在電
視廣播界以「銀彈攻勢」進行挖角。縱橫電訊業20年的「電訊魔童」
年前轉戰多媒體市場，進軍免費電視業務，並提過要用5年時間扭轉
香港電視業格局，下一輪的激戰似乎蓄勢待發。

任12日亞視CEO劈炮
創辦城市電訊前，王維基曾在一間美國上市的電腦公司負責香港

的市場推廣及分銷，另外在2008年12月曾出任亞洲電視行政總裁，
雖然上任12天後便發聲明離職，但已顯示出他在電視行業一展拳腳
的抱負。

「魔童」今次大舉進軍免費電視市場，延續與電盈的競爭。早在
2005年開始，電盈減價，香港寬頻也隨之推出新優惠，最後減價戰
伸延至長途電話市場，期間城電的多個廣告曾成為市民茶餘飯後的
話題，亦為他帶來不少人氣。王維基的個人網誌亦廣受各方注意，
他經常發表關於政局、社會及個人生活的文章，其創新思維打破一
般人對商家的刻板印象，「魔童」形象更深入民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廖毅然）電視廣播
(TVB)(0511)近年常常成為討伐對象，被認為
是壟斷市場、不思進取，劇集質素每況愈
下。城電(1137)這次破釜沉舟，「電視風雲」
正式開打，本港觀眾對此有很大憧憬。但事
實上，隨 互聯網日漸發達，免費電視市場
可能已是明日黃花。

城電今年擬拍260小時劇集
近一年來，城市電訊向TVB員工挖角的新

聞常常成為娛樂版頭條，亦為本地電視迷帶
來衝擊。城電昨日透露，獲得牌照後6年
內，將有3條自行製作頻道，包括綜合廣東
話頻道、綜合英語頻道及廿四小時新聞頻
道，另外還有27條世界級聯營及轉播頻道。

除了向本地觀眾提供自製劇集及其他內容
外，還會分銷至國際渠道。

針對挖角一事，城電稱已成立一組大型製
作人員及演藝人才班底，其中逾250人已開
始工作，另外170人將在短期內開始。現時
已完成一部電視劇集的劇本，另有9部劇集
的劇本正在創作中，預期首3部於今年4至5
月開始製作，今年全年計劃製作約260小時
劇集。

有線獨播奧運 now主打綜藝
本港免費電視台總數可能由兩個增至5

個，其他競爭者亦非坐以待斃，早在去年已
有傳聞指，有線將在今年夏天獨家免費轉播
倫敦奧運，而電盈旗下的now亦將主打遊戲
與綜藝節目。TVB亦早已打進內地市場，加
上其國際市場非一時三刻能被威脅，估計本
港免費電視行業將進入戰國時代，最大得益
者無疑是觀眾。

電視趨專業化 免費台無肉食
然而本地觀眾是否真的如此期待？有分析

員稱，現時觀眾上網便可看到更多的節目，
因此電視市場的趨勢是專業化，若單靠自製
劇集，觀眾寧願付費看收費電視的資訊性節
目。所以，免費電視市場如同傳統的媒體行
業一樣已無利可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子豪）負面消息
如輪盤般轉，繼美國數據差劣、內地經濟增
長放緩後，市場焦點又再回到歐債問題上。
西班牙及意大利債息上升令恐慌情緒重燃，
港股連跌第3日，昨日跌215點，收報20,140
點。證券業人士認為，大市氣氛仍差，上升
動力欠奉，倘若歐債危機持續惡化，20,000
點關口危危乎。

民企洗倉未完 航運股沉底
指昨甫開市後一度跌達320點，低見

20,035，其後跌幅收窄，大部分時間於
21,000點水平橫行，收市報20,140點，跌215
點；主板全日成交513億元。

港股跌勢未止，證券業人士認為，外圍負

面消息不盡，如歐債危機、美國未推QE3
等，只有待市場消化負面情緒大市才翻身有
望。致富證券中國部經理葉海亞指出，港股
已從高位累跌逾1,000點，即使短期或有技術
性小反彈，惟跌勢仍會持續，以19,800點為
支持位。輝立證券董事黃瑋傑亦認同， 指
由高位21,760點至今已調整約8%，即使進一
步回落至約19,888點水平，9%的累積跌幅亦
屬健康調整。

民企洗倉潮未完，國美（0493）股價續創
52周新低，收報1.44元，跌5.26%。翔宇

（0871）續受累聯席主席董立勇被查，跌
16.75%；雨潤（1068）跌4.77%；霸王

（1338）跌3.53%。
航運股越潛越深，日前發盈警的中海發

展（1138）及廣州廣船（0317）分別跌
7.64%及3.58%，拖累其他航運股如中海集
運（2866）跌6.79%，中國遠洋（1919）跌
5.15%。受惠於中央匯金增持，內銀股跌勢
較微，工行（1398）跌1%，建行（0939）
跌0.5%。

喜尚大股東減持1.568億股
據聯交所股權資料，股價在上月底曾4日

內急挫逾八成的喜尚(8179)，於本月3日遭
由主席黃君武及行政總裁劉蘭英共同持有
的KMW Investments  Limited於場外減持
1.568億股，昨日該股升1.8%收報0.113元；
而同遭股東減持的新秀麗(1910)，昨亦跌
7.8%。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璇）「新興市場之
父」鄧普頓新興市場團隊執行主席麥樸思昨
於記者會上表示，以內地為首的新興市場的
經濟增長預期仍然遠高於發達國家。其中，
中國和印度經濟增長分別為7%至8%，相比
起其他市場為高。

內地經濟最多料增8%
他強調，相對於其他國家經濟發展，不應

該用「 陸」形容內地經濟，對其他發達國
家而言，內地經濟仍然繼續「起飛」。儘管
現時市況波動，但麥樸思認為新興市場的長
期基本因素仍然理想，他對中國等新興市場
經濟持樂觀態度。

麥樸思預期，今年內地經濟增長最多會有
8%，內地現時無需過分放鬆貨幣政策，現
階段不會下調存款準備金率或減息，但若經
濟急速放緩，內地有政策空間去刺激經濟。

他相信政府會在考慮貨幣政策的同時，會透
過壓抑通脹、囤積原材料及刺激股市等方
法，有效將財富分配到低收入人士。

人幣今明年難顯著升值
現時人民幣正處於合理水平，但麥樸思認

為長期而言，人民幣仍有升值空間。因為隨
內地開放經濟及人民幣國際化，勢必對人

民幣需求增加，但他認為人民幣顯著升值並
不是會在今明兩年出現，因為短期內人民幣
可能會受投機活動或大批資金湧入內地影
響。

對於今日民企問題，麥樸思則表示中國民
企問題其實並不算嚴重，投資者在投資時需
要留意民企業績和資產。此外，對於打破內
地大銀行壟斷的言論，有利中國整個銀行系
統，但現時大型內銀市佔率太大，相信改變
有限，且需要漫長時日。

另外，歐洲經濟現時呈兩極化態勢，但整
體而言，經濟仍有輕微增長。歐洲整頓財
政、大幅削減開支都將會對未來經濟帶來正
面影響。對於現時新興市場出口至歐美逐步
減少，相信影響並不大，主要因為新興市場
地區貿易往來逐漸頻繁，預計對歐美出口的
依賴將會減少。

■鄧普頓新興市場團隊執行主席麥樸思。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偉民 攝

■分析認為，TVB擁有慣性收視，亦早已打

入內地市場，後來者一時三刻難以威脅。

■城電昨日宣布撤出電訊市場，進軍多媒體業務。圖為王維基(左)與藝人黃日華在2月底出席

將軍澳多媒體中心動土儀式。 資料圖片

■梁伯韜高價購城電資產，

或轉售內地買家。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