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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資料 2013年11月25日

人民幣公斤條現貨金交收價 242.30（元/克）

焯華999.9千足金
電子商務

首家香港金銀業貿易場
人民幣公斤條流通量提供商

信達資產入場費3616元
最多集資190億 十大戶入飛近85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方楚茵）從事奶牛飼養、飼草種植及原奶生
產的原生態牧業（1431）昨公布認購結果，公開發售部分獲16.97億
股認購，超額認購達12.89倍，一手1,000股中籤率為100%，國際發
售部分獲適度超額認購。

超額認購12.89倍
該股以招股價中間價2.7元定價，招股價介乎2.49至3.18元，集資

淨額約25.17億元，將用作興建新牧場、購買乳牛、發展上游業務及
作一般營運資金之用，股份今日掛牌。據輝立交易場顯示，該股暗盤
收報2.7元，與招股價2.7元持平，曾高見2.89元，低見2.69元，成交
304萬股，涉及金額840萬元。按每手1,000股計，不計手續費無賺
蝕。

光銀首三季多賺14%
而近日傳出摩根大通退出其IPO承銷商行列的光大銀行，其於港交

所的預覽文件顯示，截至今年9月底止，該行的資產、存款及貸款總
額分別為24,743億元（人民幣，下同），16,221億元及11,394億元。
今年首9個月的淨利潤按年增加13.9%至217億元，利息淨收入為
385.3億元，按年增1.6%，每股收益為0.54元，去年同期為0.47元，
核心資本充足率為8.43%，去年同期為8%。
截至9月底，淨利差為1.94%，該行不良貸款訊為0.82%，去年同

期為0.74%，撥備覆蓋率為254.73%，去年同期為339.63%，貸存比
70.22%。該行於截至今年6月底的不良貸款及不良貸款率曾分別增長
16.1%及8.1%，主要因宏觀經濟波動影響部分客戶的還款能力。

嘉里物流傳聆訊通過
另市場消息指，嘉里建設（0683）分拆嘉里物流已通過上市聆訊，
集資額約39億元，最快本月底招股。據嘉里物流網上閱覽資料，公
司今年全年盈利預測不少於18.29億元，較去年增長最少71%。若撇
除投資物業公允值變動及出售九龍灣危險品倉收益，預測全年核心盈
利不少於8.8億元，按年增7.9%，並計劃今年核心盈利的派息比率約
20%。而截至今年6月底止，首六個月毛利率15%，去年及2011年則
分別為14%及15.2%。
而主要從事製造及銷售煙草機械產品的仁恆實業（3628）昨日轉主
牌上市，全日高見1.35元，低位為1.25元，收報1.29元，跌0.8%，
成交57.6萬股。

秦皇島港3383元入場

華禧控股籌534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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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達資產管理引入多達10名基礎投資者
（見表），10名基礎投資者涉資共約

10.88億美元（約84.86億港元），並設有六
個月禁售期。

5%公開發售下月 12日掛牌
據初步招股文件指出，信達發行約53.19

億股H股，每股招股價為3至3.58元，每手
買賣單位1,000股，每手入場費約3,616元。
其中5%為公開發售，集資最多約190億元，
而基礎投資者部分估計已佔其集資規模逾四
成。公司將於本周四（28日）起公開招股，
12月12日掛牌。聯席保薦人為美銀美林、瑞
信、高盛及大摩。
公司擬將集資額約60%用於發展不良資產

管理，20%用於發展金融投資額及資產管
理，20%用於注資其子公司。
成立於1999年的信達，其控股股東為中國

財政部，戰略投資者包括社保基金、瑞銀、
渣打及中信資本等中外公司。公司於2010年

6月，作為改革轉型試點單位，經國務院批
准改制為中國信達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成為首家完成股份制改革的金融資產管理公
司。

內地行業四大 料今年賺16%
自全面商業化以來，中國不良資產管理行

業發展迅速。據公開資料顯示，截至2012年
12月31日，四大資產管理公司累計收購不良
資產規模超過31,200億元人民幣，其中，信
達累計收購不良資產帳面原值11,061億元人
民幣，在四大資產管理公司中市場佔比約
35.5%。而據瑞銀報告，公司今年預測淨利
潤約85億人民幣，按年升16%。

據外電報道，有分析師預計，信達資產管
理將在未來兩年內收購至多1,000億元人民
幣的新不良貸款。據英國《金融時報》獲悉
的一份非公開的預售文件顯示，通過收購這
些壞賬，信達的不良貸款帳目將增長50%以

上。預售文件顯示，至2015年末，內地銀行
業壞賬將從今年底的5,930億元人民幣飆升
至逾1萬億元人民幣，屆時中國銀行體系壞
賬率仍然不到2%。文件還顯示，信達只有
不到一半的收入來自壞賬重組業務，但該業
務貢獻了近三分之二的利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黃

子慢）今年集資規模最大

的 新 股 信 達 資 產 管 理

（1359）熱爆推出，其基

礎投資者增加至10名，涉

資共約 10.88 億美元（約

84.86億港元），估計已佔

其集資規模逾四成。另

外，其子公司信達國際

（0111）於昨2時05分中

途停牌，未有交待停牌原

因。該股停牌前曾高見

1.65元，之後回順至1.42

元，急升 37.9% ，成交

1557.6萬股。

信達資產10名基礎投資者
機構 認購金額（美元）
Och-Ziffmanagement 2億
中國人壽保險集團 2億
挪威銀行 1.5億
Farallon 1億
福建省海峽資產管理 1億
融通基金管理 1億
平安中國資產管理 7,500萬
山東國有資產管理 6,000萬
橡樹資本 5,295萬
粵電集團 5,000萬

製表：文匯報記者 黃子慢

本周招股新股
公司名稱 招股價(元) 每手股數 集資額 招股截止日 上市日期
中國美東汽車(1268) 1.8 2,000股 4.5億元 11月27日 12月5日
金邦達寶嘉控股(3315) 4.52-5.67 1,000股 11.34億元 11月27日 12月4日
春泉產業信託(1426) 3.81-4.03 1,000股 17.7億元 11月28日 12月5日
益華百貨(2213) 1-1.4 2,000股 1.26億元 11月29日 12月11日
華禧控股(1689) 1.18-1.48 2,000股 6,212萬元 11月29日 12月6日
信達資產管理(1359) 3-3.58 1,000股 190億元 12月3日 12月12日
秦皇島港(3369) 5.25-6.7 500股 55.6億元 12月4日 12月12日

製表：黃子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黃子慢、方楚茵）臨
近年尾，新股市場競爭愈趨白熱化。兩隻
「蚊型股」益華百貨(2213)及華禧控股(1689)
一同於今日起招股，兩隻新股分別集資最多
1.26億元和6,212萬元。而本周五加入戰場
的秦皇島港(3369)，據銷售文件指，其招股
價介乎5.25至6.7元，擬發行8.29853億股，
集資43.6至55.6億元，每手500股，入場費
約3,383.77元。
內地煤炭港口公司秦皇島港(3369)昨正式

路演，據銷售文件指，公司擬發行8.29853
億股，招股價介乎5.25至6.7元，集資43.6
至55.6億元，另有15%超額配股權，令集資
加碼至50.1至63.9億元，每手500股。其將
於11月29至12月4日公開招股，12月4日
定價，12月12日掛牌，安排行有花旗、瑞
銀、摩根大通、匯豐及中金。

7基礎投資者認購18.72億
秦皇島港是次引入7名基礎投資者合共認
購2.4億美元(約18.72億港元)，並設有6個月
禁售期。有市場消息指，其國際配售反應熱
烈，並獲內地知名金融公司及國際基金入飛
認購。

益華百貨今日起招股
另外，今日起招股的廣東省第六大綜合零

售商益華百貨發行9,000萬新股，當中90%
國際配售，10%公開發售，另有15%超額配
股權。每股招股價1至1.4元，每手2,000
股，入場費2,828.22元。該股將於下月2日

定價，11日於主板上市，保薦人為匯富融
資。
以發售價範圍中間價1.2元計算，集資淨
額為8,400萬元，當中分別約43%、28%及
12%用於開設鎮江、恩平及陽江新百貨店，
7%用於升級現有科技系統，10%為一般營運
資金。
據初步招股文件顯示，公司集中於廣東省

二、三線城市及山東發展，擁零售網絡13間
門店，包括10間百貨店及3間社區店，經營
業務包括超市、電器、百貨及傢具，於2013
年有5家新店開幕，預期明年再開2間新
店，2015年再開1間，擴張網絡至江蘇等。
公司往績中，持續經營業務利潤由2012年
首五個月的2,350萬元人民幣，按年跌46%
至2013年首五個月的1270萬元人民幣。公
司指，主要因上市費用，及年內開設5家新
店開支。截止今年5月底，公司業務均於租
賃場所進行，物業管理費用佔收益約
12.6%。公司預期，隨新店開幕，租賃開支
等費用佔收益比重將進一步提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子
慢、方楚茵） 今日招股的廣東
省香煙相關包裝材料生產商華禧
控股(1689)擬發行 7,500 萬股股
份，佔擴大後已發行股本的
25%，當中 90%為國際配售，
10%公開發售，另設15%超額配
股權；於配售股份中，有1,500
萬股為待售股份。招股價介乎
1.18至 1.48元，每手2,000股，
入場費約為2,989.84元。股份將
於29日定價，12月6日掛牌。獨
家保薦為海通國際。

今招股入場費2990元
以招股價中位數1.33元計算，

是次集資所得淨額約為5,340萬
元，當中約38.5%用於提升現有
生產基地及提高產能，約38.5%
用於潛在策略性收購，約10.6%

用於研發活動，其他用途包括銷
售及市場推廣活動，翻新現有生
產設施及辦工樓宇，及用作一般
營運資金。
公司已引入順泰控股(1335)作

為基礎投資者，認購合共2,000
萬元股份，料於公司上市後的持
股量將不多於5.6%，設有六個月
禁售期。

今年首財季收益減27.7%
華禧控股創辦人兼主席鄭毅生

表示，內地對香煙需求大，預期
行業可繼續平穩發展。他指出，
公司截至6月底首季的收益按年
減少27.7%，因其兩大主要客戶
的生產計劃有所調整，將採購活
動由上半年延遲至下半年。公司
未來有意透過併購擴大其市佔
率，但目前未有明確收購目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雖然內地經濟有所放緩，但到境
外消費的趨勢仍有增無減，令外資大行繼續看好澳門博彩業的前
景。美銀美林全球研究部亞洲博彩及酒店業主席吳希凌昨日表
示，澳門的賭場數量相對於13億中國人而言，仍屬供不應求，加
上內地中產階級數量已逾4億，收入增幅更保持雙位數增幅，其中
不少將會對澳門賭場有所貢獻，故預計全澳門的博彩收入將繼續
保持強勁升勢，未來5年有望翻倍。

收益以中場收入為主
吳希凌昨日於記者會上表示，美國僅有3億人口，賭場數目超過

1,000家，而內地有13億人口，即便澳門賭場數量未來數年由35
家增至45家，供求仍處於嚴重失衡狀態，難以滿足內地的龐大需
求。他稱，雖然內地經濟有所減緩，但名義GDP仍能保持雙位數
增長，且港珠澳大橋，以及多個碼頭、鐵路的基建設施，加上橫
琴島的建設，均可繼續推動經濟，並成為利好濠賭板塊的動力。
在供求方面，吳希凌指，現時趨勢是VIP客戶增長高峰期已過
去，整體收益也出現放緩跡象。相比之下，內地中產階級的消費
能力增長較快，亦越來越多中產人士參與出境遊，相信未來會成
為澳門業界重視的對象，整個市場的博彩收益亦將逐漸以中場收
入帶動為主。

美林料濠賭收入5年翻番

■左起：中國信達資產副總裁顧建國、副總裁許志超、董事長侯建杭、總裁臧景範、副總裁吳松
雲。 張偉民攝

■秦港股份董事長兼執行董事邢錄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