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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行購巴西工商銀行傳近尾聲 中國太保首三季凈利增1.58倍

中銀上季賺67.4億按季跌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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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鬥地主》博雅互動今招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

中信銀行攜手騰訊消費類通用積分QQ彩
貝，正式發佈「中信銀行QQ彩貝聯名信用
卡」，雙方加強合作拓展互聯網金融。該卡
利用互聯網的技術與思想深度挖掘用戶需
求，實現了金融支付、消費特權、積分獎
勵三大功能整合，搭建涵蓋吃、住、行、
遊、購、娛、金融服務等全方位的O2O生
活服務平台，成為目前國內領先的網上購
物超級信用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中銀香港（2388）
昨公布2013年第三季及首三季經營數據，其中第三
季錄得提取減值準備前的經營溢利67.43億元，較
2012年同期增長9.55%，但較今年第二季環比下跌
5.1%。首三季提取減值準備前的經營溢利為208.42億
元，同比增長10.1%。

首三季賺208.4億增10%

業績報告披露，第三季的提取減值準備前的淨經
營收入環比下跌2.3%，為97.31億元。期內淨利息收
入持續增加，淨息差略為上升，但淨服務費及佣金
收入從上季度的高水平回落。銀行業務淨交易性收
益下降，主要由於部分利率工具的市場劃價變化。
經營支出上升，原因是人事費用、折舊及租金支出
增加。貸款減值準備錄得淨撥回，而第二季則為淨
撥備。

綜合首三季計，提取減值準備前的淨經營收入較
2012年同期上升9.4%，為295.22億元，主要由淨利息
收入和淨服務費及佣金收入增加所帶動。淨利息收
入增加主要由客戶貸款及債務證券投資上升，以及
貸存利差有所改善帶動。淨息差較去年同期擴闊。
淨服務費及佣金收入錄得廣泛增長，信用卡、證券
經紀、基金分銷、保險、貸款、匯票及買賣貨幣佣
金收入強勁增長，集團保險業務收入亦有明顯改
善。貸款減值準備淨撥備有所上升，個別及組合評
估減值準備淨撥備均有所增加。

辣招對樓按影響未詳列

外界關注政府推出辣招後，本港銀行的樓按是否
受到影響。但業績報告未有披露詳情，僅表示因應
港府推出調控樓市的審慎措施，集團推出「即時按
揭評估服務」，協助置業者在作出置業決定前，為其
提供更佳的按揭貸款金額及其他財務責任的估算。
又披露，信用卡業務方面，卡戶消費及商戶收單量
較第二季度持續穩步增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卓建安）中石化煉化
（2386）昨日宣布，該公司與中石化冠德
（0934）的全資附屬公司經貿冠德簽署巴淡項
目框架協議，該公司同意作為經貿冠德位於印
尼巴淡島West Point的巴淡油品儲罐等擬建設
項目的總承包商，主要負責設計、設備及原材
料採購、建設及項目安排，並於項目完工後統
籌及試運，最高服務費用預計約為7.38億美元

（約57.56億港元）。合同期限由2014年初起至
2015年底止，為期約兩年。

中煉化承包冠德印尼油儲項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楚茵）據宏利投資
者意向指數最新顯示，港人退休儲蓄不足的情
況已響起了警號，且對退休準備存在不同程度
的誤解。據調查顯示本港投資者預期退休生活
長達20年，但其退休儲蓄在未計入通脹因素
下，平均只夠維持13年的開支，預期退休收入
與實際的退休開支出現平均7年的差距，反映
不少人的退休生活將受到影響。

宏利：港人退休金唔夠養老

香港文匯報訊 匯豐控股(0005)就早前宣派
2013年度第三次股息每股0.1美元一事作進一
步公布，公司指有關股息將於2013年12月11日
派發予本月24日已登記在香港海外股東分冊之
股東，以及於本月25日已登記在英國主要股東
名冊或百慕達海外股東分冊之股東。有關股
息將以美元、英鎊或港元，或該三種貨幣組
合之現金分派，並附有以股代息選擇。根據
以股代息選擇而發行之新股市值為每股
10.9871美元(約85.7港元)。

匯控以股代息每股市值約85.7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聯交所權益
披露資料顯示，美國資產管理公司（The
Capital Group Companies）於10月25日減持
1,698.55萬股永利澳門（1128），每股平均價
30.011元，套現約5.10億元，持好倉比率由
6.06%降至5.74%。該股昨日收報29.70元，升
4.762%。

基金拋永利 套現逾5億

財經動態

郭令燦羅旭瑞傳入飛重慶行 徽商行7星拱照

大孖沙金彈搶內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子慢）日前人行出乎市場預期，出手逆回購130

億元「放水」，內銀股全線造好，雖其經營環境仍然面對挑戰，但股份卻

不乏撐場客。久違3年的內銀新股捲土重來，其中重慶銀行（1963）及徽

商銀行（3698）未上市先興奮，均獲「大孖沙」入飛支持。

徽商銀行今日起正式加入戰場招股，
該股公開招股前已引入6名基石投

資者，當中包括內房龍頭萬科企業及周大
福（1929），連同其他基礎投資者，將合
共認購該行發售股數約40%。另市傳，徽
商獲內地有名保險公司入飛認購1.6億美
元股份。

徽商行今招股3919元入場

據該行招股文件顯示，其招股價介乎
3.47至3.88元，集資最多101億元，每手
1,000股，入場費約3,919.11元。股份將於11
月12日掛牌。聯席保薦人包括中信證券融
資(香港)、摩根大通證券(遠東)、瑞銀證券
香港、摩根士丹利亞洲及中銀國際亞洲。

以招股價中位數3.68元計算，是次集資
所得淨額約為89.33億元，將用於鞏固該
行的核心資本基礎，以推動其業務持續增
長。

有關該行上半年淨息差分別較去年底及
按年收窄至2.65%，董事長李宏鳴表示，
主要因去年中國人民銀行先後兩次減息，
令該行要重新訂價，該行息差跌幅已較同
行少，料未來可維持在較高水平。問及利
率市場化對淨息差的影響時，他指雖然人
行在7月取消貸款利率上限，但暫未見淨
息差受影響。

內銀新股細細粒容易食

有市場分析指，雖近期內銀公布第3季

季績普遍優於大行預期，但按目前市況而
論，已上市的4大內銀股於短期內漲20%
至30%頗有難度，反而即將上市的內銀新
股則有一定吸引力；加上其市值大且市盈
率便宜，而且內銀股已公布季績，短期進
入消息真空期，「勝在夠安全」。

而同期上市的重慶銀行亦不「輸蝕」，
近日來傳出獲不同投資基金大碼認購，最
新有傳其獲羅旭瑞旗下富豪酒店(0078)

「入飛」，惟暫未有認購金額。此外，曾認
購友邦(1299)成為基礎投資者而大賺一筆
的國浩(0053)主席郭令燦以其大馬的豐隆
銀行名義認購1,300萬美元(約1.014億港
元)。

重慶行留水位傳6.05元定價

郭令燦除了投資準確，在認購友邦大賺
外，其以高市賬率(P/B)出售道亨銀行予
星展銀行亦成一時佳話；但市場最多討論
的是，他出售道亨後曾一度增持東亞銀行
(0023)，引來狙擊疑雲。

重慶銀行於今日定價，有外電早前報道
指其或會以每股6.05元定價，為招股價範
圍5.60至6.50元的中間水平，集資約42.8億
元。但最新消息指，該行應會以略低於中
間價定價，預留水位予投資者。該行公開
發售昨日中午截飛。市場消息指，該部分
已獲10倍超額認購，凍結資金最少42億
元，而國際配售則有5倍超購。重慶行將
於11月6日掛牌，保薦人為高盛。

重慶銀行及徽商銀行上市資料
名稱 重慶銀行(1963) 徽商銀行(3698)

招股價(元) 5.6-6.5 3.47-3.88

每手股數 500股 1,000股

集資淨額(元) 38.33億 89.33億

市帳率 0.88-0.99倍 0.92-1倍

基礎投資者 加拿大國民銀行、重慶北 萬科、周大褔、通用

投資及中國財富金融；傳科威 技術、Peaceland、

特主權基金、富豪酒店、台灣 甘鴻枝及江蘇匯金

遠東集團及豐隆銀行

招股日期 10月25日-30日 10月31日-11月5日

上市日期 11月6日 11月12日

製表：記者黃子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楚茵）近期科
網股鑊氣十足，繼之前雲遊（0484）及
IGG（8002），手遊及網遊股博雅互動

（0434）今起招股都十分搶鏡。博雅擬發
行1.8439億股股份，當中4%為舊股，售
股股東為上市前投資者紅杉資本，招股
價介乎4.55至5.6元，每手1000股，入場
費約5,656.45元，集資額8.39-10.33億元。
今日起至11月5日招股，11月12日掛牌。

三個遊戲貢獻絕大部分收入
主打做棋牌類遊戲的博雅，旗下遊戲

全為免費，收益純靠付費玩家買遊戲的
虛擬物品。據銷售文件指，公司擁有逾3
億個累計註冊玩家，分佈100多個國家，
但截至今年6月底，累計付費玩家只得
180萬人，佔整體註冊玩家約0.6%。對
此，執行董事兼首席財務官高峻峰指，

明年希望可提升比例至1%。若按現時的
註冊玩家數計算，即意味明年差不多增
加至少120萬付費玩家。

該公司絕大部分收益來自《德州撲克》
系列、《鬥地主》及《蟲蟲特攻隊》三
個遊戲，單是《德州撲克》系列已佔上
半年收益達89.1%。對於集中發展棋牌類
遊戲，主席兼首席執行官張偉認為此定
位不會限制公司發展，單在中國已有逾
100種棋牌可供開發，且希望推出可集中
更多玩家的遊戲，預期旗下棋牌類遊戲
壽命周期可達10年以上，未來兩年會推
出10個遊戲，包括地方性遊戲，如長沙
麻雀等，另公司會運用集資額的30%發
展越南、印尼等東南亞市場。

未來加大投入移動平台遊戲

今年上半年公司的銷售及市場推廣開
支急增。張偉指，主要因上半年各大
APP平台開放允許平台上直接購買廣
告，公司從中可獲取用戶，不用再與平
台分成，故公司抓緊機會投入令期內註
冊用戶急增，但隨 市場其他開發商都
用相同模式發展，公司會下調此方式投
資。

因應近年使用移動設備上網人數急

增，公司未來會加大投入資源開發適用
於移動設備和平台遊戲，但高峻峰未有
透露預期投資額。截至今年6月底，移動
遊戲對公司收益佔比由2012年的16.9%，
升至30.1%。公司目前有500萬活躍用
戶，張偉指，公司在新加坡、內地和香
港等地有逾370台伺服器，足夠應付未來
增長。

被問及上半年用者的平均付費（ARPU）
明顯下降，他稱因為新推出的鬥地主遊
戲欲吸引更多付費用戶，故ARPU沒挖得
很深，僅15元人民幣，未來對新推新遊
戲時亦可能使用相同手法，都可能令
ARPU有輕微調整，但對整體只產生攤薄
效應。

兩新股今掛牌景瑞暗盤先贏

其他新股方面，景瑞控股（1862）及
毅德國際（1396）於今日掛牌。據輝立
資料顯示，昨日景瑞暗盤收報4.55元，較
招股價4.45元，高0.1元或2.25%。每手
1,000股，不計手續費帳面賺100元。毅德
暗盤則先升後回，開市報2.2元，較招股
價2.15元升2.3%，唯其後升幅收窄，收
報2.16元，升0.465%，每手2,000股，不
計手續費，一手僅賺20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子慢）與徽商

銀行（3698）「撞期」招股的廣東佛山融

資擔保服務商中國集成金融（3623），計

劃發行1億股新股，招股價介乎每股1.8至

2.8元，最多集資2.8億元，每手2,000股，

入場費為5,656.45元，計劃下月13日上

市。

以該股招股價1.8至2.8元的中位數2.3元

計算，所得淨額為1.794億元，當中約

60%用於增加資產淨值、註冊資本及/或

實繳資本以提升財務實力；30%用於進行

潛在併購及10%用作一般營運資金。

中央撐中小企有利業務

截至去年5月底止5個月，公司年內溢

利由1,838萬元跌至今年同期的967.9萬

元，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李斌解釋，這

是基於上市支出費用納入賬目，而政府

補貼未入賬；撇除一次性的上市費用，

連同應該入賬的政府補貼，純利按年穩

定，而政府補貼將於今年下半年逐步入

賬。而截至今年5月底止五個月，所獲得

政府補貼僅為300萬元。
他又指，上半年小額融資規模下降，

但整體仍屬穩定，主要由於業務剛於去
年收購，故未能完全反映財務狀況，相
信今年可對公司利潤作出貢獻。再者，
中央對中小企業持續支持，預計公司業
務可持續發展。李並稱，公司與地方銀
行屬於互惠互利的關係，中小企發展對
銀行而言存在長期關係。

集成目前未有具體收購對象，但將來
會關注中小投資企服務及小額貸款公
司，以達協同效益為戰略方向。

集成金融入場費5656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卓建安）消息透露，目前建
行（0939）已接近達成協議收購巴西工商銀行，有
關代價會高於其16.7億雷亞爾（約7.64億美元）的市
值。

彭博通訊社昨日引述一位知情人士透露，根據協
議，建行將收購巴西工商銀行控股股東Menezes de
Bezerra家族所持的70%股權，並發出要約收購剩餘
股份。上述人士表示，建行試圖抓住中國企業在巴
西業務發展的良機，而收購一家銀行是獲得當地銀
行牌照最容易的辦法。中石油（0857）和中海油

（0883）剛於本月21日獲得開發巴西儲量最大的油田
Libra的開採權，合作夥伴包括巴西石油、荷蘭皇家
殼牌以及道達爾。

據悉，巴西工商銀行已聘請花旗集團作為此次出
售的顧問，而摩根士丹利將為建行此次收購提供諮
詢。

標的專注中型企業發放貸款

據巴西工商銀行公告顯示，該行專注於向中型企
業發放貸款，目前總股本為19.2億雷亞爾。公告顯
示，該行第二季度貸款較第一季度下降5.7%，較去
年同期減少4.1%。該行目前總資產為168億雷亞爾。
巴西工商銀行的存款評級在8月份遭穆迪下調至垃圾
級，穆迪稱隨 該行轉向較低風險的借款人，其貸
款利潤率被壓縮。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太平
洋保險(2601)公布，今年首
三季度實現凈利80.81億元
(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
157.8%，每股收益0.89元。
期 內 ， 公 司 營 業 收 入
1,496.28億元，同比增長
13.3%。

太保三季報稱，前三季度
公 司 實 現 保 險 業 務 收 入
1,384.50億元，同比增長
9.0%。其中，人壽保險業
務收入為768.60億元，同比

增長2.6%；財產保險業務
收入為615.29億元，同比增
長18.2%，受三季度以來自
然災害頻發的影響，預計全
年的綜合成本率較上半年有
所上升。截至9月30日，集
團管理資產達到7,584.02億
元，較上年末增長10.4%。

另外，新華保險(1336)公
布截至2013年9月底止首3季
度業績，錄得盈利約39.5億
元，較上年同期增加70%，
每股盈利1.27元。

■中信銀行和騰訊昨在深圳發佈網購超級

信用卡，共同拓展互聯網金融。 李昌鴻攝

■徽商銀行今招股，獲7名基石投資者捧場。圖中為董事長兼執行董事李宏鳴，旁

為行長兼執行董事吳學民(右)和副行長兼執行董事慈亞平(左)。 張偉民攝

■博雅互動擁有逾3億個累計註冊玩家，分佈100多個國家。圖中為主席張偉，旁為

副總裁黃海燕(左)及首席財務官高峻峰(右)。 張偉民 攝

■中國集成

金融主席張

鐵偉。

張偉民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