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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達熱爆 首日孖展230億
現「頂頭槌」飛 有望成今年「凍資王」

信達資產管理昨日公開招股，兩間券商於短短數小時
內已為信達借出近25億元孖展額，相當於公開發

售超購1.6倍。據了解，輝立證券借出的信達72億元孖
展中，有超過5張「頂頭槌」飛，(每張約4.76億元)；而
信誠證券及耀才證券均稱，今日未有「頂頭槌」飛。除
輝立借出72億元外，信誠借出57億元，英皇、耀才和海
通也分別借出32億、30億和20億元。

大戶求貨 轉戰公開發售
有消息指，信達國際配售早已滿額，故不少機構投

資者會轉戰公開發售，估計這些「大飛」會於未來兩
天出現。由於信達招股反應熱烈，消息稱，公司已傾
向不會以上限定價，會為投資者預留「水位」。
其他新股方面，華禧(1689)及益華(2213)於昨天孖展

截止，前者有3倍超購，後者則未足額，而昨天首登
場的怡益(1372)則「食白果」零孖展。

春泉產業信託傳認購不足
房地產信託基(REIT)春泉產業信託(1426)於昨日截

止公開發售，市場消息透露，其公開發售未獲足額認
購，該公司暫時仍會按原定計劃上市，其發行價介乎
3.81至4.03元。該股將於12月5日掛牌，安排行為瑞
信及瑞穗。
至於內地最大私立醫院集團鳳凰醫療(1515)公布招

股結果，公開發售大幅超額認購533.4倍，啟動回撥
機制後，公開發售股份數目增至1億股，佔全球發售
總數的50%，申請一手的中籤比率100%；國際發售
亦獲大幅超額認購。鳳凰醫療每股定價7.38元，相當
招股價範圍5.88至7.38元的上限定價。
鳳凰醫療於今日掛牌，於上市前夕，其暗盤價初步

造好，但中段洩氣。
據輝立交易場資料指，鳳凰醫療暗盤開市報8.2

元，較招股價7.38元，升11.11%，曾一度高見8.77
元，至尾段升幅收窄，收報8.39元，升13.686%，每
手500股，不計手續費，一手賺505元。

鳳凰醫療暗盤每手賺約500元
耀才新股交易中心，鳳凰醫療於暗盤最高見8.65

元，較招股價7.38元，升17.2%%，尾段升幅收窄，
收報8.36元，升13.28%，每手500股，不計手續費，
一手賺490元。
另外，昨日上市的恒實礦業(1370)，全日收報3.08

元，較招股價3.2元下跌3.75%，高位3.19元，低位
3.08元，成交3,044.8萬股，涉及金額9,477萬元。不
計手續費，每手1,000股蝕120元。

本周招股新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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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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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Chemicals(1040) 1.65-1.95 - 46.8億元 - - 12月16日
時代地產(1233) 3.2-4.5 1,000股 19.38億元 4545.36 12月4日 12月11日
怡益控股(1372) 1-1.2 2,000股 3,770萬元 2,424.19 12月3日 12月11日

製表：記者黃子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黃子慢）秦港股份(3369)
今日起至下周三公開招股，計劃發行8.3億股H
股，佔擴大後股本約16.5%，其招股價介乎5.25
至6.7元，集資最多55.6億元，每手500股，入場
費約3,383.77元。股份計劃於下月12日掛牌。公
司已引入七名基礎投資者，合共認購2.4億美元
(約18.6億港元)股份，相當於是次發售股份的約
42.7%，有關股份將設有6個月禁售期。
以招股價中位數5.98元計算，集資淨額約為

42.57億元。董事長兼執董邢錄珍表示，煤炭價格
於過去一個月內見底回升，主因內地經濟回暖，
市場需求增加，加上進口煤大幅下降及季節性因
素等，均對旗下港口的業務起積極作用。
邢氏指，上半年煤炭吞吐量達約1.2億噸，勝去
年同期，同時礦石的吞吐量近年亦逐步增加，兩
者未來將為公司的投資建設重點。而公司計劃在
黃驊港散貨港區建設的兩個20萬噸級礦石泊位，
則預期可於明年首季進入試產期，試產期完畢後

將可即時投產。

M&G取消記招 招股依舊
另外，由信義玻璃(0868)分拆以介紹形式上市的信義光能

(0968)將於下月12日掛牌，每持一股信義玻璃可獲分派一
股信義光能股份。公司行政總裁李友情於記者會上表示，
雖然歐盟決定對中國超白光伏加工玻璃作出反傾銷和反補
貼調查，但預期對公司業務影響輕微，因其出口至歐洲比
例僅佔總銷售額約3%，公司主要市場仍然在中國，其佔比
高達約82%。
至於原定於昨日舉行上市之記者會的M&G Chemicals

(1040)，因管理層的行程安排變動而取消，但其上市時間表
及香港的公開發售計劃將維持不變。據其銷售文件指，
M&G擬集資38.83億至45.88億港元，其中三名基礎投資
者將合共認購約1億美元（約7.8億港元），佔集資額最少
17%，設6個月禁售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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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先高後低 倒跌17點收

光銀傳要求投行作包銷保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黃子慢）

多隻新股趕於年底前衝刺。據彭
博引述一份銷售文件指出，最快
於下周一展開路演的光大銀行，
有意仿效多隻中資券商及中資保
險股上市的做法，要求承銷的投
資銀行作出包銷保證，為確保上
市計劃順利進行。

科研藥廠康臣擬短期招股
市場消息又指，內地第一軍醫

大學的科研藥廠南方科研藥廠康
臣已經通過港交所上市聆訊，擬
於短期內招股，初步集資額約12
億至14億元，中銀國際為安排行
之一。據資料顯示，聯想旗下弘
毅於2008年斥資1.8億元人民幣
入股康臣，但只佔少數股權。
另外，專門從事提供一站式中

式婚宴服務的中式酒樓連鎖經營
商譽宴集團(8107)宣布，計劃以配
售方式於創業板上市，配售1億
股，配售價介乎1至1.2元，每手
2,000股。預期下月10日掛牌。公
司集資5,000萬至6,000萬元，以
中間價1.1元計，淨額為3,210萬
元，其中62.3%用於開設更多酒
樓；28.4%用於翻新現有酒樓。
而日本線上支付服務及電子商

務解決方案領先供應商環亞智富
有限公司 (econtext ASIA Limit-
ed)，已通過港交所上市聆訊，保
薦人為大和資本。
主要從事中國內地燃氣管道網

路接駁服務及燃氣銷售的濱海投
資(8035)，宣佈公司已向聯交所提
交正式申請，將股份由創業板轉
往主板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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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
倩）廣東省房地產開發商時
代地產(1233)昨公布招股計
劃，擬發行4.31億股，當中
90%國際發售，10%股份由今
天至下周三在港公開發售。
招股價介乎3.2至4.5元，並
設15%超額配股權，以每手
1,000 股，入場費為 4,545
元。12 月 11 日掛牌。富力
(2777)主席李思廉為時代地產
的基礎投資者，斥資1.163億
元認購2,584.4萬股，該公司
不排除未來與富力有合作機
會。
若按中間價每股3.85元計

算，時代地產的集資淨額為
15.48億元，當中56.7%用於
新增項目及現有項目融資，以
及支付潛在開發項目的土地收
購及建築成本，另外33.3%用
作清還部分分期款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子慢）熱爆的內地

四大資產管理公司中國信達資產管理(1359)

昨日開始招股，首日孖展認購已達230.3億

元，相當於公開發售超額認購逾23倍，與

今年新股「凍資王」博雅(0434)3 天合共

289.3億元孖展額十分接近。有券商估計，

以信達現時走勢，公開發售至少可獲100倍

超額認購，屆時將超越博雅成為今年新的

「凍資王」。

■信達資產管理
昨開始招股，首
日孖展認購已達
230.3億元，相
當於公開發售超
額 認 購 逾 23
倍，預計有望成
為今年新股「凍
資王」。董事長
侯建杭(左)、總
裁臧景範可謂飲
得杯落。

資料圖片

■秦皇島港
董事長邢錄
珍透過視像
與 香 港 對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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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昨日是期指結算日，
港股早段勢強，開市後不久即破24,000點，升逾200點
見全日高位24,014點，創逾兩年半高位。不過，當期
指結算在中午大致完成後，期指好友即「功成身
退」，沒了他們的撐市下，港股尾段由升轉跌，收報
23,789點，跌17點，成交額638億元。昨日有35隻熊
證被收回，11月期指結算價23,941點，高水152點；12
月期指收報23,850點，跌15點，仍高水61點。

資金料轉炒落後股
騰祺基金管理投資管理董事沈慶洪表示，港股未能

企穩24,000點以上，但目前所見，12月市場暫無特別
利淡消息，相信大市在23,500點有頗強支持。又由於
市場沒特別利好消息，也令短期資金暫時計數離場，
或轉炒落後股份，間接拖低大市。他預期，目前的落
後股包括本港地產股及內房股。
建銀國際發表明年投資報告，該行證券研究部董事

總經理兼聯席主管蘇國堅預測，恒指現時的估值低過
長期平均水平，相信明年有望升至26,800點，屆時市
盈率將為12.7倍，甚至最終有機會升至14倍。此外，

三中全會後，中央推動改革下，可望利及中國經濟，
令國指明年底有望高見13,100點，但如果內地經濟增
長低過預期，則會拖累國指跌至10,600點。

建銀：看淡電訊股
他又指，由於美國債務上限問題未完全解決，相信明

年2月時會再為市場帶來一定衝擊，建議投資者先行獲
利回吐。該行看好家電、娛樂、汽車、資訊科技、石油
及天然氣和醫療等板塊。另外，內地供求基制改善，水
泥、太陽能、化工和個別消費股會受惠周期性復甦。該
行亦看好騰訊(700)及內地電訊設備股，但看淡電訊股，
因電訊商需要大量投資4G建設，令負債上升。
國指收報11,385點，跌16點，跑輸恒指。藍籌股個
別發展，匯控(0005)跌0.4%，拖累大市跌逾14點。內
地未如市傳昨日發4G牌，中移動(0941)回軟0.42%。長
和系主席李嘉誠堅決否認撤資，和黃(0013)一度升穿
100元大關，收報99.15元，升0.25%，長實(0001)亦微
升0.81%。內地提出幫助煤業有序增長，煤炭股近全線
向上，神華(1088)及中煤(1898)均升逾1.5%。中資電訊
股亦造好，中通(0552)升2.46%，聯通(0762)升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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