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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代1億購阿根廷油氣田資產
香港文匯報訊 新時代能源（0166）昨宣佈，集
團同意以總代價約1,300萬美元（約1億港元），
從Pluspetrol Sociedad Annima收購Palmar Lar-
go合營公司之38.15%權益。Palmar Largo合營公
司為已投產之油氣田，新時代能源將獲逾500,000
桶之儲量。收購事項於2013年6月30日起生效，
因此新時代能源所佔38.15%權益之收入將於2013
年下半年起開始入帳。

權益38.15%收入下半年入帳
新時代能源行政總裁及執行董事鄭明傑表示，

相信有關收購可讓集團即時於阿根廷建立據點及
獲得石油產量。Palmar Largo特許權區於1984年
開始開發，有相當好的往績紀錄，累計原油產量
達約740萬立方米（約4,662萬桶）石油。區塊鄰
近集團現有之Tartagal Oriental及Morillo區塊，
使公司將可靈活優化成本。

國浩仍盼推進私有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遠威）國浩（0053）去

年12月獲郭令燦持有的豐隆集團提出私有化，惟
最終僅得持股比例11.33%的股東接納，不足90%
股東同意，而在今年5月宣布失敗。財務總監 Ad-
am R. Boswick昨表示，公司提出私有化後股價急
漲，反映出公司真正價值，未來一年會否再提出
私有化，仍視乎股東的決定，若可成事便會按條
例辦事。問及會否增持東亞銀行（0023），他指
公司作為東亞主要投資者，對其長遠增長維持正
面態度，該行近期業績表現向好，會視行業前景
等因素考慮增持。

聯通10月3G上客376.4萬戶略放緩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聯通（0762）昨宣布10月

份運營數據，移動業務用戶累計達2.76億戶，月
內淨增加309.6萬戶，當中3G用戶淨增加376.4萬
戶至1.15億戶，較9月時的380.9萬戶略為放緩，
為連續第二個月放緩。至於固網業務，寬帶用戶
累計達6,438.2 萬戶，淨增加29.9萬戶；本地電話
用戶則減少40.5萬戶至 8,831.9 萬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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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官：新世界賣樓逾百億已超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新世界發展（0017）
主席鄭家純昨表示，本財政年度至今，集團賣樓銷售
已超越年初訂下100億元目標，至今已達120億元，
惟暫無計劃上調銷售目標。被問及未來推盤會否仿傚
同業做法，以回贈稅項作招徠，鄭家純指出，相關做
法屬銷售手法之一，每個新盤的定價及銷售策略不同，
而集團會因應市況定價，不會隨便「劈價」。

定價審慎不會隨便「劈價」
他續指，發展商推盤主要希望樓盤可以有好銷
情，如果不提供優惠，以及定價高，銷售就會不理
想，所以定價仍然要視乎不同新盤的環境等其他因
素。他又指，早前集團下調銷售目標20%，主要由
於今年受樓市「辣招」及一手新例影響，所以集團

方針較為保守屬於正常。

未擬售海通國際及電訊業務
對於新世界最近一直在積極出售非核心業務，鄭

家純稱已賣得「七七八八」，集團已出售所有手持
利福(1212)的股份，而海通國際( 0665)和電訊業務
則未有計劃出售。
鄭家純又稱，分拆酒店上市要視乎美國國債息率

走勢而定，現時債息走勢過高，未必屬適當時候分
拆，至於是否以商業信託形式上市，仍要視乎經濟
環境是否對信託形式股份有利，強調集團並不急於
分拆酒店上市。

料房產稅不會影響內地銷售

內地「三中全會」過後，中央政府打算擴大上海
及重慶等一線城市的房產稅至全國實行，身兼新世
界中國(0917)主席的鄭家純於股東會後表示，由於
新世界中國每年銷售增長都達雙位數，相信擴大房
產稅對集團內地銷售影響不大，亦不會影響內地的
發展步伐，未來仍將繼續於內地物色地皮。
被問及其父親兼集團創辦人鄭裕彤（彤叔）身體

健康狀況，鄭家純表示：「彤叔身體幾好，有
心！」至於是否很快出院，他則以私人問題為由不
作回應。
無綫電視台慶成為城中熱話，昨晚是焦點的台慶

節目，鄭家純被問及平日有否看電視時表示，「甚
麼台都看。」至於會否收看昨晚無綫台慶節目，他
表示，「有時間便會收看。」

■純官表示，每個新盤的定價及銷售策略不同，而新
世界會因應市況定價，不會隨便 「劈價」。

佔家電市場逾9% 料增長空間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楚茵）據路透社消
息，摩根大通已退出光大銀行規模20億美元
的本港首次公開募股(IPO)的承銷商行列，但
知情人士對摩根大通為何決定退出這項IPO
交易不予置評。承銷商很少會退出 IPO交
易，在認購開始前幾周內退出交易的情況更
少。
報道指，摩根大通主動退出光大銀行本港

IPO，正值美國監管機構，包括美國證券交易
委員會及美國司法部，對該行涉嫌聘用與中
國高官有關聯的銀行家或顧問公司展開數項
調查之際。
據一名知情人士曾於8月份透露，監管機構

在調查摩根大通聘用這些人士對該行贏得光
大銀行和中國中鐵的一些項目合同是否起到
幫助。而光大銀行對此不予置評。

光銀第三次嘗試IPO
光大銀行已是第三次嘗試於港IPO，目前
正通過發行前推介評估投資者興趣。過去數
年，隨着IPO市場人氣大幅降溫，這家中型
銀行於港進行IPO的嘗試都未獲成功。據一
些知情人士早些時候透露，光大銀行尚未開
始進行IPO認購，故上市時間被定在12月
份。
而據知情人士稱，除摩根大通以外，中國

國際金融有限公司、瑞士銀行及摩根士丹利
亦為本次IPO的承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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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錦松任南豐行政總裁
香港文匯報訊 前財政司司長、黑石集團(Blackstone)

大中華區主席梁錦松明年2 月起，將加盟南豐集團，出
任行政總裁一職。梁亦將擔任黑石集團的高級顧問及國
際顧問委員會成員。南豐集團主席陳慧慧表示，很高興
得到梁錦松的加盟，有信心他將會帶領集團更上一層
樓。
梁錦松2007年加盟黑石集團，同年幫助達成了中國
主權財富基金對黑石集團美國首次公開發行(IPO)投資
30億美元的交易。據彭博數據，包括股息在內，中投公
司從黑石股權中獲得的利潤估計已達到3億美元。
黑石目前正在展開談判，計劃以大約8億英鎊（13億
美元）的價格將辦公園區Chiswick Park出售給中投公
司。該項目中包括租賃給百事公司和迪士尼公司的寫字
樓。
南豐集團於1954年創立，為一家業務多元化的綜合
企業，從事地產開發、物業投資、建築工程、物業管
理、投資及融資等業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楚茵）本港印刷服務供應商
e-print（1884）昨公佈，將發行1.25億股，當中90%國
際配售，10%作公開發售，集資額介乎9750萬元至
1.35億元，招股價每股介乎0.78元至1.08元，每手
4,000股，入場費約4,363.55元。該股今日起招股至本
月25日中午截止，26日定價，下月3日掛牌。

冀上市增知名度及營銷
該股集資額不大，主要用於增產能及償還生產機械的
銀行融資等，問到為何挑近月新股潮上市，該股e-print
主席兼行政總裁佘紹基承認，集資額不大，即使公司另向
銀行貸款亦可，但上市主要因除出本地五大型印刷商佔整
個印刷行業客戶價格花費總額的28.2%外，中小型印刷佔
71.8%，市場達71億元，期望藉上市提高品牌知名度及營
銷等，同時進攻其餘71.8%市場。
對於現時本港印刷行業其他同業高度分散，公司會否
趁機併購較小型同業，佘紹基未有正面回應，現時集中增
加公司利潤，認為小型同業可能對成本較敏感而影響運營，
正是公司的機遇，而市場亦自會汰弱留強。
若以招股價中位數0.93元計算，集資淨額約8,970萬
元，當中18%以擴充門市網絡，5.7%作升級資訊科技
基礎設施並加強網上平台。但公司來自門市收益佔總

收益比例逐年下行，由2011年的47.2%，降至截至今
年7月底止的4個月的39.1%，來自網站收益佔總收益
則由2011年的31.8%，提升至截至今年7月底止的4個
月36.4%。問及門市收益遞減卻增加投資原因時，公司
首席財務總監馮康強指，主要因早年公司已於網上管
理系統及基礎設施大量投資，未來亦會投資升級系
統，而增加門市則可提升品牌知名度。
公司於09年於馬來西亞成立合營企業E-Print Solution

進軍當地市場，公司佔實質權益30%，現時已有8間門市
及生產設備，業務現時已扭虧，截至去年11月底，錄淨
溢利140萬馬來西亞令吉（約350萬港元）。據公司招股
文件顯示，未來可能認購合營企業新股份或收購現有股東
股份。至於其他海外市場，佘紹基認為合營模式可複製至
其他市場，但暫未有目標，會先做好馬來西亞部分。

「大孖沙」入飛恒實礦業
於本月18日起招股的河北省鐵礦開採及洗選商恒實

礦業（1370），市場消息指公司已獲得「女股神」西
京投資集團主席劉央認購1,000萬美元股份，「玩具大
王」蔡志明認購2,000萬美元，又獲周大福代理人認購
1,500萬美元，國際配售部分暫時超購1.5倍，獲多隻長
線基金入飛，公開發售反應熱烈。

東鵬國際配售傳已超購

另外，市場消息指瓷磚零售商東鵬控股（3386）國際
配售部分已獲超額認購，分別得到3間亞洲大型基金落飛，
每間認購額約1億元，合共佔國際配售部分3成。
新世界發展（0017）早前計劃分拆旗下三間酒店以

商業信託形式上市，集團主席鄭家純昨於股東會後
指，分拆需視乎美國國債息率走勢，現時債息率向
上，未必是進行分拆的合適時機，具體分拆形式亦將
視乎經濟環境，強調不急於分拆上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子慢 北京報道）內地家電
業回暖，國美電器(0493) 總裁王俊洲昨指，以宏觀經濟
情況來看中國的家電行業，在未來的幾年有望保持年
複合增長率約10%，公司於內地的市場份額佔約9至
10%，仍有很大的增長空間。公司的電子商務持續虧
損，雖已收窄至2.4億元(人民幣，下同)，但仍未出現單
月盈利。高級副總裁牟貴先指，到目前為止，電子商
務尚未錄得盈利，但正向着正確的方向走。

電子商貿可續收窄虧損
首席財務官方巍指，電子商貿今年毛利率已上升至

5.5%，若未來能完成區域物流和供應鏈所有階段的整
合，及線上線下融合等策略，料其毛利率未來更可提
高至約8%。他又預期，該業務今年的銷售規模可按年
持平，並可繼續收窄虧損，但料至明年將仍會錄得低
單位數的虧損。又表示目標未來將其經營費用率，由
現時的約16.6%，進一步下降並控制於10%以內。
王俊洲亦表示，希望虧損收窄，並在今後某個時間
點可錄得盈利。又指電子商務網站由於其消費特點，
商品非常集中，不賺錢的產品佔的比例非常大。而實
體店不賺錢的產品佔的比例比較小，另外有很大的機
會推廣賺錢的產品，所以實體店的利潤遠高於電子商
務，實際上是由於結構性的影響。

冀三年內網上銷售升至20%
方巍補充，公司在該業務的方向是通過供應鏈的共

享形成了毛利的增長動力，即線上線下融合的多渠道
零售商戰略（O2O）形成了無論是物流費用、人工費
用、廣告費用等等方面的共享，在單線的國美在線上
成本的降低，而O2O模式本身也是2013至2015年戰
略的重點，這是他想強調的。而現時，電子商務佔總
銷售額約5%，公司認為三年左右，電子商務佔總營業
額的15%到20%。

至於客戶來源方面，牟貴先指，現在通用的方式除
了內延的發展方式之外，很多的公司也是採取外延的
發展方式。就是線上的媒介、線下的媒介大量進行廣
告的投入，通過廣告的投入過去更多的用戶到自己的
網站。而國美在線基本上確認，會以內延的發展方式
獲取用戶。內延式的發展方式最大的好處，不單是成
本低的問題，更重要的吸引到的客戶比較精準。
王俊洲稱，今年電子商務於家電市場佔比為8%，而

實體店於3至5年內仍然佔主導地位，因如線上線下同
一產品以同樣價錢定價，消費者往往傾向選擇實體
店，由於電子商務只展示照片，消費者難以以照片判
斷產品的規格及性價比，但線上線下業務並非獨立，
兩者為比較對象，因此電子商務以中低端產品為主，
而首兩頁的產品為主要產品，並需保證價格比其他網
上平台為低，因其佔電子商務總收入的90%。
而實體店方面，公司更着重購物體驗，如商品的齊
全性，給予客戶充分的選擇；優化面市，店內提供wifi
試用智能化產品，同時亦可選購線上產品，而線上產
品可於門市提取及退貨。他補充，電子商務主打低價
產品，毛利較平均水平低，而常規產品有3%至5%的
成本優勢；獨家的中高端商品則可有23%至25%的毛
利率，以彌補低價產品的毛利。

e-print今招股 入場費436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黃子慢 北京報道）國

美電器(0493)剛公布的今年首3季業績終扭虧

為盈，公司的業務亦愈發多元化，除今年開始

於電子商務銷售日常用品外，於去年開始涉足

信貸業務，而線上的小額信貸亦已起步。公司

首席財務官方巍強調，公司不會發展成為民營

銀行，但是運營模式主要是與金融機構聯盟。

國美去年開始佈局涉足小額信貸，先是成立公司主打
線下融資，近期於線上亦開始與金融機構聯盟。方

巍表示，該平台未來或發展於網上賣基金，但目前傾向採
用聯盟方式來佈局零售加金融的產業鏈，強調暫沒有自營
的打算。

料明年獲批虛擬電訊商牌
對於今年中母公司向內地工信部遞交申請虛擬營運
商牌照一事，總裁王俊洲指，已與中國聯通及中國電
信進行談判，基本上已達成合作協議，雖合作協議由
母公司簽訂，但營運上仍然由國美執行。但牌照方
面，他指需待政府審批，原預計今年年底前可以批
出，惟政府審批需時，這並非公司可控制範圍內，預
期最快或需至明年才獲批牌照。
王氏又指，虛擬運營商轉售業務是零售商增強自己通
訊產品中的競爭力一個非常重要的業務，特別是隨着4G
的到來，中國移動在北京已經開始銷售4G手機，他預期
在不遠的將來4G網絡將會開通，4G網絡將令移動互聯網
得到快速的發展，因4G的下行速度為20兆帶寬，基本上
相當於家裡的光纖，這速度會大大的提高使用移動互聯網
的機會。而公司對於通訊業務，特別是運營商之間的合作

將成為今後工作業務發展的核心和關鍵。
王俊洲補充，由於基站及設備均使用運營商的，因此

認為投入的資金不會太大。唯一需要花點功夫的為客戶管
理系統、界面系統等IT層面上需與運營商銜接。

擬拓文化藝術健康相關業務
另外，公司又打算發展文化藝術及健康相關業務，
高級副總裁牟貴先指，當每個國家的國民平均收入超
過4,000美元時，某幾個行業均會出現爆發性的增長，
分別為文化藝術、健康及旅遊。而從中國的GDP來說

也是這樣的，於2012年以上幾個產業的同比增長比前
一年分別上升了20%到25%，即表示當中國的平均收
入超過4,000美元時，也同時證明了這幾個行業有很好
的機會，這是根據行業的情況判斷的。
牟氏稱，基於公司對供應鏈的研究，當公司要進入

一個行業首先是取得這個行業方面供應鏈的優勢。所
以在這些板塊裡，文化藝術方面，公司會直接跟藝術
家，包括國家級、省級、地方級的藝術家直接簽約，
此會給公司帶來成本上巨大的優勢。還有對這些產品
的定價上，可有更大的彈性。

國美進軍網上金融業務
小額信貸起步 稍後或賣基金

■左起：國美電器首席財務官方巍、高級副總裁何陽青、總裁王俊洲、高級副總裁牟貴先、副總裁呂意凡。
黃子慢攝

■國美電器位於北京的中塔分店面積約2萬平方米。
黃子慢攝

■e-print集團主席兼行政總裁佘紹基(中)。 張偉民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