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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工商銀行（1398）昨表示，新西蘭
儲備銀行正式批准了該行在新西蘭開設子行並進行
經營活動的申請，使工行成為第一家獲准在新西蘭
營業的中資銀行。
工行昨發布的新聞稿稱，根據新西蘭儲備銀行的

批准文件，該行新西蘭子行由即日起正式成為當地
註冊銀行，可在當地監管法規允許範圍內，經營包
括零售業務和批發業務在內的各項銀行業務。

可經營零售批發業務
工行相關負責人表示，新西蘭子行將依托集團的

資金實力、國際化經營網絡和信息技術方面的優
勢，致力於為中國和新西蘭兩國個人及公司客戶提
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務。同時，工行將嚴格遵循新西
蘭監管準則，注重風險管理和內部控制，積極支持
實業發展和經濟活動。
新西蘭是發達國家中第一個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

位的國家，亦是第一個與中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
2012年中國和新西蘭的雙邊貿易總額達到138億新
元，中國已成為新西蘭第一大貿易夥伴。同時，中
國還是新西蘭第一大留學生來源國及第二大遊客來
源國。
近年來，工行適應客戶和市場全球化的需要，加

快了國際化步伐，迄今已建成覆蓋40個國家和地
區、由近400家境外機構組成且牌照完備的全球經
營和服務網絡。

工行成首家新西蘭營業中資行

Cowell e的主要業務包括為
蘋果公司、三星電子等供應鏡
頭組件，兼且為三星電子、
LG電子及日立等供應光學零
件，原於韓國KOSDAQ交易
所上市，但於2011年撤銷上市
地位。若上市事成，將成為韓
國商人與韓國私募基金持有公
司到海外上市的罕有例子，而
私募基金Hahn & Co已投資
8,530 萬美元（約 6.65 億港
元），擁Cowell e 50%股權，
其餘50%則由創辦人金甲喆持
有。

香港內地設子公司
報道指，Cowell e計劃到香
港上市，主要因近年其客戶基
礎已由初始客戶LG電子，擴
至蘋果及三星等，現時更為蘋
果供應約80%的鏡頭組件。據
報，Cowell e今年淨利潤可能
增至5,100萬美元。據一份交
易所文件顯示，2011年該公司
淨利潤為2,200萬美元，銷售
額為3.23億美元。按公司網頁
顯示，今年銷售額已逾7.5億
美元水平，公司員工逾8,000
人，在本港及內地設有子公
司，生產製造於華南及橫坑。

韓股來港上市不順
其實「韓流」襲港非新鮮
事，加上自去年8月港交所新
增韓國為認可海外司法權區，

為韓企來港上市開綠燈。然而
「泡菜股」登陸卻未見順利，
包括韓資電子股飛穎集團、韓
國綜合企業集團Halla Group
旗下汽車零部件公司萬都皆欲
來港上市，韓資時裝公司百家
好（Basic House）亦曾傳來港
作第二上市，可惜飛穎最終因
未能就最終發售價達成協議，
及萬都因市況欠佳，俱決定押
後上市大計。
市場消息又指，嘉里建設

（0683）欲分拆嘉里物流上
市，該公司將於今天尋求港交
所批准。而此前消息指，嘉里
物流上市集資額達5億美元，
由中銀國際、花旗及匯豐安排
上市事宜。
另外，經營內地醫院的企業鳳

凰醫療，國際配售傳已錄80倍超
額認購，涉及資金約1,080億元，
由於認購反應太熱烈，傳聞承銷
團於昨下午5時提早「截飛」。
至於公開發售方面，該公司孖展
昨截飛，初步統計孖展認購已增
至逾240億元，相當於公開發售
超購約164倍。該股配售原定今
天與公開發售一齊截止，同日定
價。

中國人壽入飛恆實
本地印刷商e-print市傳公開
發售已獲足額認購。而另一隻
正招股的恆實礦業（1370）亦
新增一名大戶，市傳中國人壽
（2628）將會入飛。

韓企Cowell擬明夏港IPO
智能手機鏡頭組件商 今年淨利料5100萬美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楚茵）本港新股熱潮浪接

浪，再有「泡菜股」欲登港。據華爾街日報消息，

為蘋果及三星等手機提供鏡頭組件的韓國企業Cow-

ell e Holdings Ltd 亦計劃於 2014年上半年來港上

市，集資額介乎1.5億美元至2.5億美元（約11.7億

港元至19.5億港元），委聘顧問安排上市事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楚茵）財政部將於周五
至下月5日於港發售新一批總值100億元人民幣債
券，當中30億元為零售部分，供本港居民認購，
預期12月12日掛牌，最低認購金額為1萬元人民
幣，年期為兩年。由於以往只可透過銀行認購，今
次首度引入新股上市沿用的IPO模式，散戶可透過
證券行認購，將來亦可透過證券戶口買賣，隨即惹
來券商以高達10厘回報保證搶客。

料錄9倍超額認購
有券商表示將為客戶提供無上限人民幣兌換，

意味着即使投資者未持有人民幣，但認購國債時
亦將不受每日兌換上限規定限制，可大手認購。
雖然有券商認為股市回暖或影響國債銷情，但仍

預期可錄約9倍超額認購。中銀（2388）指，相
信券商參與可帶動認購氣氛。但該行香港副總經
理梁偉基提醒，國債只可用個人名義認購，故透
過公司名義認購，欲避過兌換上限未必可行，亦
須留意國債透過銀行場外交易，跟在港交所平台
買賣，交易徵費將有別。
另有指，今次國債發行目標是讓更多人參與，
若最終有30萬人認購，則每人只獲分配一手。
銀行及證券商在吸引客戶認購方面亦有不同部
署，其中渣打及永隆等均豁免認購手續費、二手
買賣及託管費等。券商方面，除提供孖展外，時
富證券針對新客戶提供最高10厘回報保證，耀
才證券亦豁免相關徵費，並提供上市當日沽出，
有101元至103元的回收保證。

國債周五賣 券商銀行鬥搶客

中移動上月3G上客量跌四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卓建安）中國

移動（0941）和中國電信（0728）昨日
雙雙公布今年10月份上客數字，其中中
移動3G上客量較9月份大幅減少近四
成；中電信3G上客量則維持穩定。
中移動昨日公布，10月份淨增包括2G
和3G客戶在內的移動電話用戶408.8萬戶
至7.59274億戶，其淨增量較9月份的477.1
萬戶減少14.3%；其中淨增3G客戶651.7
萬戶至1.76019億戶，其淨增量較9月份的
1,081.5萬戶大幅減少39.7%。
中電信亦公布，10月份淨增包括2G

和3G客戶在內的移動電話用戶227萬戶
至1.8341億戶，其淨增量較9月份的
250萬戶減少9.2%；其中淨增3G客戶
310萬戶至9,958萬戶，其淨增量較9月
份的309萬戶微增。
固網業務方面，10月份中電信淨增寬
帶上網用戶71萬戶至9,875萬戶，其淨
增量較9月份的76萬戶略減；本地電話
用戶則錄得淨減少68萬戶至1.5725億
戶，其流失量較9月份的64萬戶微增。
另外，中移動首席執行官李躍在泰國出

席一個電信展開幕儀式時表示，4G有更高

的流量承載能力，是3G時候的10倍以上，
而4G技術的成本更低，僅是3G的四分之
一到三分之一。他又稱，中移動將推動其
中的TD-LTE終端成本下降，希望今年年
底將有150美元的手機出現，預計明年下
半年低於1,000元人民幣的手機將成為4G
的主流。

李躍：4G承載力高成本低
李躍還表示，中移動將關注移動通訊

以下三個方面的發展：第一，關注4G
速度更快，將推動全球構建LTE-Ad-

vanced 4G系統，使得4G的速度可以再
翻1倍；第二，關注4G效率更高，將推
動從CSFB到VoLTE的發展和演進，構
建面向商用的VoLTE體系，今年6月中
國移動發佈了VoLTE白皮書；第三，
將關注4G融合做的更好，「在2G和
3G時代，由於多制式原因，我們不能
實現在不同國家享受同樣漫遊，在4G
時代，雖然有TDD和FDD兩個標準，
但我們始終致力於二者融合，我們相信
融合發展會實現一機在手，走遍全球的
夢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楚茵）據華爾街日報消息，
阿里巴巴集團昨日重申，公司尚未決定在哪裡以及何
時上市，亦尚未聘請首次公開招股（IPO）承銷商。
而此表態是對《日本經濟新聞》（Nikkei）相關報道的
回應。

稱馬雲講話被曲解
日本經濟新聞此前報道說，阿里巴巴集團董事長馬
雲接受該報訪問時表示，他傾向將阿里巴巴在香港上
市，目標是明年上半年上市。儘管公司關於提出的合
伙人制上市提議遭到香港監管機構的否決，但馬雲表
示不會在合夥人制問題上讓步，稱這是不容談判的基
本條件，港交所應考慮修改上市規則。但阿里巴巴一
位發言人表示，馬雲在訪談中的講話被曲解，並重申
阿里巴巴尚未就IPO事宜作出任何決定。
據熟悉談判情況的知情人士透露，阿里巴巴此前希
望港交所（0388）接受阿里巴巴提出的股權結構要
求，該結構將允許包括創始人馬雲和管理層在內的阿
里巴巴合夥人提名董事會的大多數董事，但港交所並
未接受此請求。知情人士指，近月阿里巴巴管理層討
論了赴納斯達克或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可能性，該
兩個交易都所對馬雲的合夥人制上市模式表示歡迎。

擬推「招財寶」基金
另外，在餘額寶獲得成功後，阿里巴巴旗下支付寶
又在醞釀新產品。據《東方早報》消息，支付寶計劃
聯手南方基金等五家基金推出「招財寶」，目標市場
為短期理財市場。
此次合作的基金公司還包括工銀瑞信基金公司、德
邦基金公司、道富基金公司與易方達基金公司，合作
基金產品的封閉期最短為7天，最長為90天。
報道引述消息人士的話稱，此次支付寶的合作採取一
家公司一隻產品的策略，即南方基金提供7天期理財基金、
工銀瑞信提供30天理財基金、德邦基金和道富基金分別
提供45天和60天期理財基金，易方達提供90天的理財
基金產品。各期限產品視準備程度分批上線。

阿里：仍未決定如何上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受累於內地經濟放

緩，神州數碼（0861）最新公布的中期業績不盡人
意。首席執行官林楊昨日表示，內地經濟以相對低速
增長，可能成為常態，業界對此應有心理準備，以
「更加注重用戶體驗」等方式提升競爭力。他又預
計，集團未來的毛利率仍會波動，未必會很快回升。
該股昨日一路狂瀉，接連跌穿10天、20天及50天
線，最低曾見 9.14 元跌 11.09%；收報 9.41 元跌
8.46%。

寧減利潤保市場份額
林楊昨日於業績會上表示，內地市場增長乏力，加
上行業競爭激烈，集團及時處理了不少可能積壓的產
品，並調整產品結構，故令毛利率受壓。他稱在市場
形勢欠佳時，集團的策略是「寧願犧牲利潤保市場份
額」，若非如此，一旦市場回暖時將再難贏回份額。
又稱目前分銷業務仍為負增長，但跌幅已收窄，不過
系統業務受滯後因素影響，負增長或仍將持續一段時
間。

電子商務增長續迅速
內地「光棍節」購物狂歡令電子商務備受矚目，林

楊昨亦表示，現時業界的銷售主要有三大渠道，其中
傳統賣場平台的市場份額不斷下跌，連鎖賣場前幾年
曾上升，但近期僅能保持穩定，惟有電子商務渠道呈
迅速增長態勢，目前整個市場的電商渠道佔總體的比
重約為17%，而集團約為13%，未來將進一步加大該
渠道的份額。
神州數碼本周二公布截至2013年9月30日止中期

業績，錄得股東應佔溢利 6.33 億元，同比下跌
14.58%。每股基本盈利59.24仙。不派中期息。期內
整體毛利率跌0.71個百分點至6.16%。

神州數碼業績差股價跌8.46%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安賢園
中國（0922）於周一公布截至9月底止中
期業績，總收入3,175萬元（人民幣，下
同），按年下降3%。期內轉虧為盈，從
去年同期蝕664萬元至今財年上半年賺82
萬元，每股盈利0.02仙，不派中期息。
期內，公司共售出444個墓位，平均售

價為5.6萬，較去年加價逾28%。公司主
席兼行政總裁施華表示，隨着中國人口漸
趨老齡化及人均收入增加，墓園服務需求
呈上升趨勢，對來年業務感樂觀。

保險公司處理水浸賠償
安賢園中國早前刊出公告指，10月受

浙江水浸影響，約171個墓位受損毀。執
行董事施俊昨指，因颱風損毀的墓地屬不
可抗力的天災，故不會向有關人士賠償，
目前已交保險公司處理。
至於早前公司提出在上海自貿區設全資

子公司一事，施俊指，公司已委託顧問公
司作進一步研究，具體項目細節將會稍後
在公告交代。
問及公司行政費用過高時，執行董事羅

輝城表示，公司已有留意相關數據，目前
會透過開源節流的方式控制成本費用。
安賢園昨收報0.265港元，升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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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華彩控股（1371）
昨公布今年首3季度業績，受惠於中國公益彩票銷
售額比按年增長約18.5%，純利按年增長30.5%至
6,003萬元，各彩票業務板塊持續穩定發展。期內，
營業額達5.23億元，按年升17.7%。集團的毛利為
3.92億元，較去年同期分別上升21.6%。

華彩首3季多賺30.5%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香港快運昨日宣
布，由香港往返大阪的航班將於今日（11月21日）
正式投入服務，並將於12月7日起增加由香港往來
大阪航班，航班數目由每星期7班增至11班，為旅
客提供提供更靈活的航班時間。

香港快運開大阪航線

有40年歷史的台灣經典小吃鹹酥雞「繼光香香
雞」，繼中國內地和新加坡後，昨在香港開設第
一間分店，作為公司今年的重點發展之一。新的
分店位於港鐵坑口站的連理街商場。繼光副總經
理何宏斌說，香港是國際的大都會，亦是美食天
堂，公司想利用香港作為地區總部，把台灣美食
傳遍世界各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據新浪等內地媒體
報道，聯想集團（0992）副總裁、集團MIDH中國
業務部總經理馮幸表示，集團將改變手機業務的發展
策略，未來將會以精品產品為主，並且同時追求出貨
量和利潤目標；又透露，旗下最高端的VIBE Z系列
手機將於11月28日正式開始預售。

做全價位段精品
馮幸於一個小規模的媒體溝通會上透露，明年手機
業務的重要發展策略將是走精品路線，產品的種類不

會再延續以往的策略，將會強調單款產品的銷量。未
來會做全價位段的精品，會在每一個細分價位段都推
出有競爭力的精品手機。還會加強與聯想手機用戶之
間的互動，並讓粉絲們獲得一定經濟回報。
在具體發展策略上，馮幸表示，集團會重視網絡

營銷，並且VIBE Z手機會是聯想加強網絡營銷的首
次試水。以往集團主要依靠傳統的線下渠道銷售產
品，但是隨着加強網絡銷售，集團會先進行網絡預
售，一段時間之後，再進行線上和線下渠道的聯合
銷售。

傳聯想手機業務改精品路線

■Cowell e的主要業務包括為蘋果公司、三星電子等供應鏡頭組件。 資料圖片

■施華對來年業務感樂觀。 張偉民 攝

鹹酥雞攻港

■林楊料集團未來的毛利率仍會波動。 張偉民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