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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家香港金銀業貿易場
人民幣公斤條流通量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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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黃子慢) 信達資產管

理(1359)於今日至下周二(12月3日)公開招

股。據招股文件顯示，信達將發行53.19億

股H股，集資最多約190億元，當中95%國

際配售，5%公開發售，設15%超額配股權。

每股招股價介乎3至3.58元，每手1,000股，

入場費約3,616.09元。該股將於12月5日定

價，12日掛牌。上市聯席保薦人為美銀美林、

瑞信、高盛及大摩。

據招股文件披露，以招股價中位數3.29元計算，集
資淨額為169.65億元，當中約60%用於發展不良

資產經營業務，約20%用於發展金融投資及資產管理
業務，約20%將用於金融子公司的增資。

十大戶已認購85億
公司已引入10名基礎投資者，涉資約10.88億美
元(約84.86億港元)，佔其集資規模逾4成，而以上
10名基礎投資者均設有六個月禁售期。
該股受到市場熱捧，市傳其國際配售於前晚已錄得
10倍超額認購，接近交易人士稱，長線投資者陸續於
信達配售第二日入飛，雖然承銷團仍會繼續收飛，因
已超購數倍以上，承銷團分貨時將考慮投資者質素及
對信達投資故事認可度，預期不會提早截飛。
除配售反應超熱外，公開發售亦熱烈，據銷售文
件指，公開招股集資規模為8億至9.5億元。而本地
券商已預留541億元以供散戶孖展認購，其中有
11.5億元為孖展預訂，內有一張「頂頭槌」飛(每張
約4.76億元)，計及國際配售已超購10倍，信達未
公開招股已獲逾2,000億元撐場。

收爛數回報達30.4%
公司以不良資產管理為核心業務，早前曾有外媒

報道，公司將在未來2年內收購至多1,000億元(人
民幣，下同)的新不良貸款。報道又指通過收購這些
壞賬，信達的不良貸款帳目將增長50%以上。不良
資產經營業務佔今年上半年總收入53.8%，更佔稅
前利潤總額72.3%。而最近幾年，公司不良資產經
營業務回報達30.4%。
而公司招股書亦顯示，於2010年至12年間，公
司自金融機構不良資產收購額年複合增長率達
169.4%，公司總裁臧景範指，雖以上業務的年複合
增長率大幅增加，但不代表內銀面臨「壞賬爆煲」
局面。他解釋，由於內地自去年起允許商業銀行自
行出售不良貸款，助公司業務發展市場化，提升其
收購不良資產的空間。他認為，內銀不良貸款於過
去多季有溫和增長屬常態，因內地經濟穩定增長，
帶動了銀行貸款及壞帳的相應增加，而有關風險仍
可控。
另外，副總裁(資產負債管理及財務會計)顧建國指出，

公司未來將繼續擴展業務規模，仍會以不良資產經營
業務為核心業務。而公司截至今年上半年，負債總額

達2,208億元，顧氏表示，公司借貸與其業務增長同
步，但同時淨資產亦有上升，因此認為整體資產負債
水平的增長合理。他又指，公司截至6月底的資本充
足率為17.8%，高於監管要求的12.5%，而他預期上
市後，該比率可提升至約23%。

財政部持股降至69.6%
當被問到由財政部及央行提供的約400億元人民

幣低息貸款將於短期內到期，未來會否繼續取得有
關低息貸款時，顧氏表示，公司將與股東之一的財
政部維持現有關係，預期公司未來會在市場上透過
多元化及市場化渠道增加資金。財政部在信達上市
後的持股量將由約83.5%降至約69.6%。
至於公司金融服務中的保險業務，即幸福人壽及

信達財險，雖2010年至2012年原保費收入年均增長
率達29.6%，但仍處於虧損狀態，公司指，乃由於該
業務尚處於發展初期。而幸福人壽及信達財險業務
截至6月底的利潤率分別為負21.9%及負2.3%，兩者
去年同期的利潤率分別為負13.9%及負17.6%。

信達配售超購逾10倍
大戶爭崩頭 今招股3616元入場

多隻新股近期招股概覽
公司名稱 招股價(元) 每手股數 集資額 入場費(元) 招股截止日 上市日期
春泉產業信託(1426) 3.81-4.03 1,000股 17.7億元 4,070.62 11月28日 12月5日
益華百貨(2213) 1-1.4 2,000股 1.26億元 2,828.22 11月29日 12月11日
華禧控股(1689) 1.18-1.48 2,000股 6,212萬元 2,989.84 11月29日 12月6日
信達資產管理(1359) 3-3.58 1,000股 190億元 3,616.09 12月3日 12月12日
秦皇島港(3369) 5.25-6.7 500股 55.6億元 3383.77 12月4日 12月12日
金天醫藥(2211) 2.91-4.23 1000股 21.15億元 4,272.64 12月5日 12月12日
M&GChemicals(1040) 1.65-1.95 - 46.8億元 - - 12月16日

製表：記者黃子慢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港股在期指結
算前夕造好，主要受惠於A股在上午顯著彈升
的帶動，全日高位曾見23,856點，收報23,806

點，升125點，結束兩連跌，也中斷了「六連
陰」走勢。全日波幅207點，大市成交695億
元。內地傳出今日會發出4G牌，此次只發放
TD-LTE牌照，中移動(0941)撐起大市近25點，
其他電訊設備股亦造好。
耀才證券研究部副經理植耀輝表示，港股升

跌股份比例參半，但今日為期指結算日，期指
大戶傾向托住大市，等待高位結算收割利潤，
至於下個月大市會否續造好，就要看隨後公布
的一系列經濟數據及政策，例如美國的就業情
況、聖誕節訂單銷情，以及市場對聯儲局退市
進度的評估等，之後才可確認下個月走勢。他
料，恒指短期會於24,000點前遇阻，支持位為
23,600點。

傳發4G牌 電訊設備股炒上
即月期指收23,818點，升89點，成交合約

11.2萬張，高水12點；國指期貨成交高達18.6
萬張，國指升99.9點，收報11,401.9點，跑贏
恒指。市傳內地今日發出4G牌，中移動升1.6%

報82.95元，電訊設備股方面，比亞迪電子(285)
急升6.78%，晨訊(2000)升近5%，京信(2342)亦
升2%。因涉內幕消息而在昨午停牌的中國無
線(2369)，停牌前報2.56元，升4.9%。
內地將進一步擴大QDII和QFII的資格與
投資額度，加上資產證券化試點範圍擴大，
中資券商股延續近日強勢，銀河(6881)升
4.78%，海通(6837)升2.6%，中信証券(6030)
升2.42%。此外，傳出擬入股國金證券的騰
訊(0700)，亦升1%。

水泥股爆升券商股續受捧
內險股全線報升，但也未及水泥股般成為大
市焦點，山水水泥(0691)急升14.65%，西部水
泥(2233)亦升6.84%，中材(1893)升逾5%。
另外，台泥(1136)獲母公司提出私有化，股價
更狂漲23.86%，收報3.79元。
首日掛牌的永盛新材料(3608)，全日收報1.21

元，較招股價1.18元升2.54%，不計手續費，
每手2,500股賺75元。

好友發力 港股結算前回升

金天下周招股 CVC持股降至16.1%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楚茵）內地東北
地區最大醫藥零售商金天醫藥（2211）計劃
來港上市，據銷售文件顯示，公司計劃發行
5億股，當中80%為新股，20%為舊股，
90%作國際配售，10%公開發售，另有15%
超額配售權。該股下星期招股價介乎每股
2.91元至4.23元，集資額介乎14.55億元至
21.15億元，按每手1,000股計算，入場費約
4,272.6元。該股將於下月2日起至5日招
股，6日定價，12日於主板掛牌。

入場費4272元 集資21億
據文件指，集資淨額中40%將用於中國，特

別是東北部的併購擴張，30%作新藥店的自然
增長及升級現有藥店及物流中心，另20%作旗
下品牌推廣費用，10%為一般營運資金。該公
司截至今年6月底的的股東應佔利潤及綜合收
益為1.51億元人民幣，按年增118%，收益14.57
億元人民幣，按年升49.5%，毛利為3.84億元
人民幣，毛利率為26.3%，較2012年底升2.5
個百分點。公司業務包括直供模式及傳統分銷
模式，直供及傳統分銷模式分別佔總收益的
26.1%及73.9%，毛利分別佔總收益的38.4%及

61.6%。

擁794家自營店擬拓網售
公司現有794家自營零售藥店，自2011年
起通過收購擴大覆蓋面及產品組位，去年收
購維康於瀋陽及大連分別有83家及10家零
售藥店，另又於黑龍江收購11家零售藥店，
於今年則收購長春10家零售藥店，又計劃於
明年底前透過第三方互聯網服務供應商推出
電子商務醫藥零售業務。
私募基金CVC為該公司上市前投資者，按

該股發行新股20%後，以及售出由3個機構投

資者持有的5%舊股後，CVC持股比例將由
24.24%降至16.1% 。CVC大中華區合夥人梁
伯韜昨指，CVC出售部分持股乃私募基金一貫
做法，在持股一段時間後均會先套現。而CVC
持股禁售期只有6個月，仍會長期持有，且醫
藥板塊亦屬投資目標範疇之一，將來則因應私
募基金結算再考慮是否出售持股。
而被問及意馬國際（0585）最終出售喜羊
羊業務的原因，身兼意馬主席的梁伯韜指，
喜羊羊本身是好品牌，但管理團隊更換後表
現仍欠佳，不希望品牌最終失敗，故認為出
售對品牌的未來發展更佳。

■港股在期指結算前夕造好，收升125點，
結束兩連跌，大市成交695億元。 新華社

■金天醫藥擬
加強東北部的
併購擴張。圖
中為主席金東
濤。 張偉民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方楚茵）除信達資產(1359)
外，光大銀行H股也將於下月招股。據彭博引述光
大銀行向日本財務省披露的文件稱，光銀計劃發行
33億股股票，以該行A股昨天2.84元人民幣的收市
價計算，此次IPO可籌資約93.7億元人民幣（約
118億港元）。市場估計，該行向日本財務省提交
港股上市文件，預計該行將引日本投資者入股。

意企M&G下月來港籌46億
另外，外電報道，意大利塑膠生產商M&G Chemicals

將於下月來港上市，計劃發行23.55億股，招股價介乎
1.65元至1.95元，集資近6億美元（約46億港元）。
報道指公司已引入全球第三大工業用酶生產商丹麥
Novezymes、西班牙化工企業Cepsa Quimica和中國核
建作為基礎投資者，認購1億美元股份。

神州數字將配售上創板
網上遊戲交易服務公司神州數字（8255）亦公布

以配售方式上市，配售1.2億股，配售價介乎0.4元至
0.6元，下月4日上市。以配售價中間價計算，配售
所得款項總額及淨額分別約6,000萬及3,580萬元。
當中約36.9%用於提升技術基建，約29.3%用以加強
行銷力度，22.1%用於提升及擴大人才及維持遊戲點
評網運作，餘額用於鞏固研發及技術實力。
而本港成衣銷售商時尚環球（8309）公佈，將於
下月3日以配售方式於創業板上市，配售股份數目
為1.5億股，配股價每股0.35元，集資5250萬元。

永盛首日掛牌微升2.5%
昨首日掛牌的永盛新材料（3608）開市1.23元，較招股價1.18
元，升4.2%，其後反覆回落，收市前曾低見1.18元，重回招股
價水平，收報1.21元，較招股價升2.54%。
市場透露，將於周五招股的秦皇島港(3369)國際配售已足額

認購，並獲得全球性大型基金「入飛」，據招股書所載，秦
皇島港上市後派息比率不低於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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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達資產
今起招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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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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