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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城農商行成內地首家民銀
香港文匯報訊 內地首家民營銀行獲批准。深

圳上市的保齡寶（002286·SZ）公告指，籌建
山東禹城農村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獲得中國
銀監會批准，而保齡寶為其第一大股東。
據證券時報指，保齡寶早前曾公告擬以自有

資金3,164萬元(人民幣，下同)認購擬組建的禹
城農村商業銀行2,260萬股，佔禹城農商行總股
本的5.91%，增資後公司將合計持有禹城農村商
業銀行股份3,139.92萬股，佔禹城農商行總股本
的8.21%，將成為禹城農村商業銀行的第一大股

東。

保齡寶成第一大股東
今年來，政府官員多次表態，同意有條件的
企業組民營銀行，而包括蘇寧、聯想、格力、
美的等大企業都擬申請組建民營銀行。早前名
不見經傳的保齡寶率先跑出，籌建獲銀監會批
覆同意，成為民營銀行第一家，可謂令人跌眼
鏡。據悉，禹城農商行前五大股東全部為民營
資本。可謂是正宗的民營銀行。

另外，銀監會發布修訂完善的《消費金融公
司試點管理辦法》，允許內地非銀行金融機構
設立消費金融公司。並降低主要消費金融公司
出資人最低持股比例要求，由50%降為30%；
同時，將消費金融公司發放消費貸款的額度上
限由「借款人月收入5倍」修改為「20萬元人民
幣」，並新增瀋陽、南京、杭州、合肥、武漢
等10個城市參與消費金融公司試點。銀監會
指，合格的香港和澳門金融機構可在廣東試點
設立消費金融公司。

財經動態

趙滬湘離職 李甄接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中外運航運

（0368）昨日公告宣布，趙滬湘辭任公司非執行
董事、董事長、董事會提名委員會主席及董事會
薪酬委員會委員；上述所有職務由李甄接替。同
時，潘德源辭任非執行董事及董事會審核委員會
委員。公告未披露趙滬湘及潘德源辭任原因，僅
表示兩人確認與董事會並無任何不同意見，亦無
任何有關辭任事宜須知會公司股東。
公告披露，李甄出生於1963年，於航運行業擁
有逾22年經驗，於2005年獲委任為中外運長航集
團總經理助理，亦擔任中國船東協會常務理事一
職；此外於集團多間其他成員公司擔任董事職
務。

小米夥微信賣「小米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以生產內地品牌「小

米機」聞名的小米公司昨日宣布，與騰訊（0700）旗下
微信展開戰略合作，下周四（11月28日）將有15萬台
小米手機3登陸微信平台銷售，用戶可通過微信支付綁
定銀行賬號進行在線付款。
小米宣布，第一批小米手機3的微信網購預約時間從

11月22日開始，到11月27日下午6點截止，11月28日
中午12點啟動正式開放購買。屆時，15萬台小米3將通
過微信平台進行搶購。小米公司還在此次合作中將推出
一系列的返利活動，包括5元（人民幣，下同）配件現
金券、微信米粉專屬米兔表情，將購買鏈接分享至朋友
圈還可參與小米手機3抽獎等。
小米機目前主要通過其直銷網站及中電信（0728）等

移動運營商網絡銷售，每次網上開放銷售時，均會被
「米粉」搶購。公司近期開始陸續嘗試不同的社交平台
來擴大其銷售渠道，例如新浪微博、騰訊QQ及阿里巴
巴旗下天貓等，上周「光棍節」期間，小米1天內銷售
額高達5.53億元，名列所有商鋪單店銷售額之首。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黃嘉銘）
鱷魚恤(0122)主席
兼行政總裁林建名
昨出席麗新系股東
會後表示，零售商
經營愈來愈困難，
皆因內地及香港兩
地租金成本同樣偏
高，公司未來將陸
續調整分店策略，
將較着重於內地二

三線城市發展。公司截至今年7月底，於內地的
分店由去年同期的296間，減少至173間，林建名
又指，現時網購的消費模式日漸興盛，的確影響
了門市的生意，公司未來會加大力度發展網購業
務。

林建名：擬力拓網購業務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涂若奔）
國泰航空（0293）
昨日宣佈，委任何
杲為常務總裁，將
於 2014 年 3 月生
效，屆時現任常務
總裁朱國樑將接替
史樂山出任行政總
裁。何杲同時將成
為國泰航空董事。
公告未有披露他的

薪酬及董事袍金數額。何杲現年51歲，自2008年
至2010年間擔任國泰航空貨運董事，負責環球貨
運業務。2010年起出任國泰航空銷售及市場董
事，其間負責環球營業及市場業務。

何杲獲委國泰常務總裁

數碼嘉年華低至二折

臨近聖誕，想用優惠價格選購最新數碼產品給自
己或親友？鑽石山荷里活廣場現正舉辦本年度最後
一個大型電腦電子產品展銷「數碼嘉年華」，雲集
過百品牌，大量新型數碼產品均低至二折。

大孖沙25億入飛信達
光銀最快下月初招股 籌逾124.8億

英皇國際中期少賺61.6%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楚茵）英皇國際（0163）公佈截
至今年 9月底中期業績，純利為 10.49 億元，按年跌
61.6%，每股盈利0.29元，中期股息0.055元，去年同期派
0.053元。

物業發展收入大減84.8%
期內收入按年跌9.1%至14.85億元，主要收入因來自澳

門英皇娛樂酒店的酒店分部收入錄得20.7%增長至11.18億
元，佔總收入的75.3%，較去年同期的56.7%，比例提升
18.6個百分點。物業發展收入則大減84.8%，主要因大部分
住宅單位銷售所得款項已於上個財政年度確認，故期內物
業發展收入僅5,980萬元，佔總收入4%，較去年同期降
20.2個百分點，而物業租賃收入亦跌1.8%至3.07億元。
期內，公司毛利11.62億元，按年升2.5%，其間物業重

估收益減少68.5%至8億元。公司指，其優質投資物業集中
於高端零售地舖，故相對本港整體物業市場抗跌能力較

強，加上集團多元化業務，故即使住宅單位銷售貢獻減
少，部分溢利不包括物業重估收益，亦只跌3%至約7.54億
元。

博彩收益增英皇娛樂多賺20%
而英皇娛樂酒店（0296）截至九月底止的中期純利為
2.78億元，按年升20.1%，每股盈利為0.22元，按年升
22.2%，中期息為0.06元，去年同期派0.053元。期內受惠
於擴展中場分部，令總收入上升至約11億元，按年升
21.5%，而扣除非控股權益前之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
前盈利(EBITDA)增加22%至5.15億元。
期內，英皇娛樂酒店博彩收入增加21.5%至10億元，佔

公司總收入91%。當中，博彩廳的博彩收益總額升24.1%
至14.08億元，酒店收入升21%至9,940萬元。公司預期來
自中場市場的收益將更見增長，受宏觀經濟波動的影響亦
較低。

香港文匯報訊 壹傳媒(0282)公布截至2013年
9月30日止中期業績，期內扭虧為盈，錄得股
東應佔純利1,152.8 萬元，每股基本盈利0.5
仙，不派中期息。該公司去年同期淨虧損9.33
億元。公司指實現扭虧，主要是出售電視業務
止蝕。
業績報告指，期內該公司的報章出版及印刷

業務的分部盈利增加22.8%至1.31億元，主要
因為《爽報》印量減少，令經營虧損減少所
致；《蘋果日報》的報章廣告收益按年減少
10.5%至2.63億元；台灣《蘋果日報》的收益
則同按年減少8.9%至5.26億元。
另一方面，互聯網業務增長不俗。上半財年

廣告及開發手機應用程式等收益同比上升
77.6%至1.28億元，約85.3%來自香港，網上廣
告收入亦錄可觀增長。

售電視業務 壹傳媒扭虧

向國有銀行收購不良資產
的信達資產，市場消息

指，其將發行53億股，每股招
股價介乎3至3.58元，2013年
市帳率為1.13倍至1.31倍。以
其發行約53.19億股H股計，
集資規模約為160億至190億
元，市值最多達1,267億。該
股預計下月掛牌。

市值最多達1267億
據瑞銀報告，公司今年預測

淨利潤為84.72億人民幣，按
年升16%；並於2012年4月引
入社保、瑞銀、渣打及中信資
本四家上市前戰略投資者，合
共投資103.69億人民幣，入股
16.54%。
以2013年上半年預測的資
產淨值計，入股估值約1.11倍
市帳率。
而按照中國銀監會的監管要
求，公司的資本充足率水平不
可低於12.5%，今年上半年公
司充足率水平為17.8%。
另外，據由信義玻璃(0868)
分拆並以介紹形式掛牌的信義
光能(0968)的上市文件披露，
信義光能預期於下月12日掛
牌。
信義光能為一家以中國為基
地的太陽能玻璃製造商，目前
經營4條超白光伏原片玻璃生
產線，最大設計日產能合共為

2,000噸，並利用天然氣作為
主要能源，其16條超白光伏加
工玻璃加工線的最大設計日加
工能力為1,194噸，公司計劃
興建可產生約50兆瓦電力的太
陽能發電場及相關設施。
而昨日開始招股的美東汽車

(1268)路演反應理想，市場消
息透露，公司於路演首日已錄
得足額認購，認購的機構投資
者包括國際知名一線的長線基
金及對沖基金。

鳳凰醫療成凍資王二哥
至於內地醫院股鳳凰醫療

(1515)市傳股份初步錄得超購
532倍，凍資約796億元，成
為今年凍資第二高新股；獲
3.6萬人認購，當中接獲372張
「頭槌飛」。
消息指，該股擬以招股價上

限定價(招股價介乎5.88-7.38
元)，集資近14.8億元，將於下
周五(29日)掛牌。而於同日截
止招股的東鵬(3386)，市傳初
步錄得兩倍超額認購。
消息亦指，河北鐵礦石開採

及洗選商恒實礦業(1370)擬定
價每股3.2元，屬招股價範圍
3.1至3.4元之中下水平。恒實
是次計劃發行3.75億股股份，
集資額最多12.75億元，將於
本月28日掛牌。美銀美林、瑞
信擔任聯席保薦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子慢）市傳今年集資額最

大的信達資產，已引入基礎投資者認購高達25億元

的股份，其中包括平保(2318)及主權財富基金阿布

扎比投資局等，該股料於下周一舉行投資者推介

會。至於三度闖關的光大銀行，消息指最快於12月

初公開招股，集資約16億至17億美元（約124.8億

至132.6億元）。

春泉產業最多籌17.7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子慢）房地產信託基金

(REIT)春泉產業信託(1426)將於下周一公開發售。
據市場消息指，春泉產業擬發行4.395億股股份，
其中約22.3%為新股，另約77.7%為舊股。該股
發行價介乎3.81至4.03元，最多集資17.7億元，
而是次集資所得主要用於償還貸款。
春泉產業已於昨開始路演，預計於11月29日定

價，12月5日在聯交所掛牌上市；安排行為瑞
信、瑞穗。

直接投資京超甲級寫字樓
據春泉產業載於聯交所的上市文件顯示，公司

為首個直接投資於北京華貿中心兩幢超甲級寫字
樓的REIT，物業總建築面積包括辦公樓120,245

平方米及停車位25,127平方米，估值77.47億元
人民幣
公司截至2012年12月底止，錄得溢利1.94億

美元，而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之6個月，錄得
之溢利則約為5,227萬美元，同比減少約53.3%。
公司表示，期內溢利減少主要由於華貿中心公允
價值的增幅減少及其它因素影響所致。
另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公司已與125名租

戶訂立174份租約，租戶包括德銀、樂購(Tes-
co)、伊滕忠商事、貝恩(Bain & Company)、巴西
航空及中德證券等。由2010年至本年6月底，出
租率均逾90%。
春泉產業上市後，需於各財政年度必須分派最
少90%的經審除稅後收入淨額。

概念股分化 滬指失2200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裘毅 上海報道）滬深股指

昨延續縮量震盪格局，滬指圍繞2,200點上下牛皮，
臨近周末，市場觀望加重，成交萎縮。收盤滬指報
2,196點，跌幅0.43%，成交1,024億元（人民幣，下
同）；深成指收報8,415點，跌幅0.67%，成交1,048
億元。

周漲2.83% 已連升兩周
本周滬指漲2.83%，深指漲1.29%，連續兩周上

漲。兩市昨高開後沒有延續周三探底回升的勢頭，
權重股表現疲軟，滬指於2,200點附近震盪。概念股
表現分化，生態農業概念股大漲，無人機概念股表
現強勁，民營醫院、天津自貿概念股大幅走低。此
後券商股一度拉升股指，但衝高乏力，沒有成交配
合，午前維持弱勢震盪。
午後滬指持續弱勢大幅走低，一度跌近1%，領漲

概念龍頭天津自貿區全線下挫，打壓市場人氣，導
致題材股拖累股指下行，兩桶油護盤獨力難支，滬
指下破5日線，失守2,200點。行業板塊方面，化
工、航天、有色、券商等板塊漲幅靠前，傳媒、港
口水運、電子信息、房地產等板塊跌幅靠前。兩市
共24股漲停，1股跌停。

農藥化肥板塊現漲停潮
受利好消息刺激，化工股集體飆升，農藥化肥板

塊現漲停潮。消息稱，近期各部委就農業生態環境
問題和農業可持續發展模式進行了密集調研，從十
八大報告和三中全會的表述看，生態農業應是重要
方向之一。
分析師稱，市場仍在高位橫盤，滬指圍繞2,200點

區域的平台整理已進行四天，下周一又是2,078點反
彈以來的第八天，短線又將出現方向選擇。

■早於2012年4月，信達資產引入社保、瑞銀、渣打及中信資本四家為上市前戰略投資者，合共投資
103.69億人民幣，入股16.54%。 資料圖片

■內地首家
民營銀行獲
中國銀監會
批准成立，
而在深上市
的保齡寶成
為籌建山東
禹城農村商
業銀行的第
一大股東。
資料圖片

■滬指昨圍繞2,200點上下牛皮，臨近周末，市場觀望加
重，成交萎縮。圖為股民在上海一家證券營業部內關注股
市行情。 資料圖片

■何杲獲委為國泰常務總
裁，將於2014年3月生效。

■鱷魚恤主席兼行政總裁林
建名。 黃嘉銘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