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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行以內銀最低市賬率招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子慢）上市之路一波三折
的光大銀行，市場消息指，其有望最快下周招股，
而該行內部擬傾向以約3元(人民幣，下同)的意向價

招股，以該意向價計算，集資額將
達99億元(約126億港元)，為繼信
達(1359)及中石化煉化(2386)之後，
今年集資第三大新股。
光行計劃發行33億H股，市傳

該行內部擬傾向以約3元人民幣的
意向價招股；截至9月底止光銀的
每股資產淨值3.27元人民幣計算，
該行將以約0.92倍的市賬率上市，
為至今以最低市賬率上市的內銀
股。

春泉產業暗盤錄零成交
其餘新股方面，春泉產業信託(1426)公布配發結果，

發售價定為每個基金單位3.81元，屬發行價範圍的下
限，所得淨額估計約3.622億元，基金於今日上市。春
泉產業信託昨日的暗盤錄得零成交。
同日上市的美東汽車(1268)公開發售部分超額認購

0.75倍，認購一手中籤率為100%。據輝立交易場資
料顯示，美東暗盤開報1.83元，較招股價1.8元升
1.7%，之後最高見1.86元，升3.33%，收市回落至
開市價。

金邦達首日每手賺1400元
另外，昨日掛牌的金邦達(3315)收報6.79元，較招

股價5.39元上升25.97%，成交金額9.82億元。不計
手續費，每手1,000股賺1,400元。
配售上市的神州數字(8255)同於昨日掛牌，全日收

報0.69元，較配售價0.6元升15%，成交金額6,433
萬元。行政總裁孫江濤表示，公司未來2至3年將仍
專注發展網遊業務，目前與內地主流網遊公司均為
合作夥伴。他表示，公司其他業務包括虛擬業務及
遊戲點評網運作等，期望未來可建設內地網遊業的
「OpenRice」。
本港婚宴及餐飲連鎖經營商譽宴(8107)宣佈公司擬於

港交所創業板上市，計劃配售1億股股份，包括5,000
萬股新股份及5,000萬股配售股份，配售價介乎1.0至
1.2元。擬將所得款項淨額的62.3%用於增加酒樓分店
數目，28.4%作翻新現有酒樓之用。
另外，市傳中國創意家居集團引入鄭裕彤投資旗

艦周大福及中渝置地(1224)為基礎投資者，暫時未知
涉及金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遠威）臨近年結，渣打
集團（2888）昨提交結算前業務狀況報告，預料
今年個人銀行業務經營溢利會出現雙位數跌幅，
由於預計韓國業務經營虧損或將達2億美元；企
業銀行業務則與去年持平。財務董事 Richard
Meddings(麥定思)在電話會議上表示，料全年收入
增長持平，惟經營溢利受成本或有低雙位數增長
拖累，金融市場第四季表現疲軟亦令人失望。
渣打預計，今年全年收入按年大致持平，個人

銀行業務收入以低單位數增長，企業銀行收入持
平。市況在8月份開始持續波動，並可能維持至
年底，嚴重影響下半年業績，尤其在金融市場業
務方面，自營賬收入持續疲軟，今年整體收入承
受壓力。
渣打預期成本溫和上升，但收入沒有明顯增
長，麥定思指，集團成本仍控制得宜，預計將以
低單位數增長。他解釋，集團期內應付大幅增加
的監管及合規成本，同時面對韓國業務一筆6,000
萬美元的非經常性稅務開支，及英國銀行徵費大
幅增加。

整體而言，預期韓國收入將錄得雙位數跌幅，但香港、
非洲及印度收入表現理想，預計有雙位數增長。此外，由
於印度盧比及印尼盾等貨幣兌美元貶值，收入及溢利增長
降低約1個百分點。淨息差按年輕微下跌，由於多個市場
流動性水平偏高影響邊際利潤。核心第一級資本比率較上
半年水平相若。
個人銀行業務方面，預計韓國收入下跌約15個百分點，

若撇除韓國影響，個人銀行業務則應有中單位數增長。當
中香港及非洲收入增長雙位數，印度及中國內地增長高單
位數，新加坡則持平。
預計個人銀行業務開支增加約數千萬美元，導致收入成本

增長差額錄得正數。同時，下半年貸款減值仍有所上升，較
上半年增加約數千萬美元。因此個人銀行業務經營溢利或有
雙位數跌幅，若不計韓國則預料有高單位數增長。

自營賬收入跌逾15個百分點
企業銀行方面，集團預計收入按年持平，開支增長低單

位數或超越收入增長，但落後於客戶收入的中單位數增
長。然而，客戶收入增長被自營賬收入持續不振所抵銷，
尤其在金融市場方面，第四季市況按季下跌，表現令人失
望，有關自營賬收入大幅下跌超過15個百分點；有關客戶
收入則仍有高單位數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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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前日人民銀行
推出自貿區的改革意見，有意見認為可能令香港
與上海之間，就離岸人民幣業務的競爭會加劇。
財庫局局長陳家強昨日出席一公開活動後表示，
內地的自貿區若做大做強，不會對港構成威脅，
因為香港本身已是全球很重要的金融中心，內地
擴大開放的話，將更利於香港的金融發展，包括
離岸人民幣業務在自貿區的發展。
問及人民幣已超越歐元成為全球第二大貿易貨

幣，香港未來如何配合人民幣的發展，競爭力會
否被削弱。陳家強認為，香港首要是做大人民幣
的離岸資金池，令本港銀行體系可成為最大的人
民幣清算體系。隨着中央的政策，人民幣的離岸
業務會逐步擴展至環球各個不同的金融中心，最
重要的是，這將使人民幣在全球的成交量不斷增
加。
從最近的數字可見，香港仍是最大的離岸人民幣

交易及結算中心，全球很多交易仍以香港為主，故
雖然愈來愈多國家參與人民幣離岸業務，但香港作
為金融中心的樞紐角色，是不會改變的。

此外，港府亦希望，像上海自貿區這類自貿區
會愈來愈多，令內地市場更開放，這將有利於更
多的香港金融機構申請進駐內地的自貿區，發展
更多金融業務。同時，本港繼續加強與其他地方
合作，可望進一步做大人民幣業務。
對於內地與本港基金互認的發展，他透露，目前

進展相當好，沒具體問題，最近特首、財政司司長
和他已幾次前赴內地，都有提及和商討此問題，故
他們認為進展良好，並會在適當時候公布。
陳家強日前在董事學會演講，談及同股同權問

題，他解釋指，他是從一般的學術角度，說明一
些市場研究如何看待公司管治和股價的關係，公
司管治包含很多東西，包括公司獨立董事、獨立
董事會，其中一個關於同股同權。這些報告大致
認為，好的公司管治會增強公司股票的長期表
現，他的發言便旨在指出這點。
至於金發局早前提出多項建議，包括前海

QDII3的問題，陳家強回應指，有些建議要在適
當時候，向中央詳細說明，這方面很具彈性，他
又透露，金發局很多的建議「都會很快推出」。

財經動態

神數夥慧聰網拓網上小額貸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神州數碼（0861）
昨日公告宣布，與慧聰網（8292）訂立合資協議成立
合資公司，在中國開展互聯網小額貸款業務，公司及
慧聰網將分別佔60%及40%股權。合資公司註冊資本
約10億元（人民幣，下同），該公司出資6億元，將
分兩期出資，首期為2.25億元，次期為3.75億元。

熔盛預警全年錄大幅虧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嘉銘）熔盛重工（1101）

昨日發出盈利預警，公司預計截至本年12月31日止
年度將較去年同期錄得大幅的淨虧損，主要是因為造
船市場位於低谷，公司採取保守的接單策略而導致收
入下降。事實上，該公司於本年上半年錄得淨虧損已
達12.63億元（人民幣，下同），2012年度的淨虧損
為5.73億元。該股昨收低1.7%，報1.15港元。

花旗指，現時恒指水平相當於
2014年預測市盈率10.1倍，低

於歷史平均的12.7倍，但缺乏將估
值再上調的利好因素，故只維持恒
指25,000點目標不變，即使最多恒
指也只見26,500點。不過，該行卻
看好國指，認為明年底國指目標為
14,335點，較現時有逾25%潛在升
幅，反映明年H股顯著跑贏大市。

濠賭股仍未反映橫琴概念
行業方面，花旗最看好濠賭股，
認為在2015年中之前，澳門未有新
賭場供應下，濠賭股估值仍可進一
步上升，認為市場仍未反映橫琴新
區帶來的顯著正面影響，預計明年
澳門博彩毛收入將達510億美元，按
年增長15%。

薦折讓股 推介長和九倉等
花旗亦看好本港地產股，認為一
手樓銷售明年將復甦，未來三年樓
宇供應維持低水平。另外，內地及
本港綜合企業股也獲推介，主要是
股價較預測每股資產淨值有達27%
折讓。花旗推介長實(0001)、和黃

(0013)、九倉(0004)、新地(0016)、新
世 界 (0017)、 建 行 (0939)、 海 通
(6837)、蒙牛(2319)及平保(2318)。沽
售首選為中石油(0857)、中信泰富
(0267)及煤氣(0003)。
另外，道富環球亞太區投資主管

安奇雲預計，內地明年經濟增長可
達7.5%，並以內需推動經濟增長。
亞太投資方案團隊策略及研究部門
主管Thomas Poullaouec則預計，港
股明年表現可跑贏新興市場，但有
機會跑輸已發展市場。

道富：美元兌日圓升至逾105
他又指出，過去12個月，日股指數
已升60%，日本政府的量寬政策已初
見成效，在增加消費稅下，預計明年
日本將有1.3%經濟增長率，通脹將升
至2.6%，美元兌日圓將升至105至110
水平。
安奇雲又說，美國最快明年首季

退市，2015年起加息，估計美國10
年孳息率明年會升至3至3.25厘。隨
着美國失業率改善，消費意慾會回
暖，但失業率仍要到2015年，才能
回落至聯儲局的目標水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多家投行昨發表對明年投資

展望，其中花旗的2014年投資展望報告預期，明年恒指目標

為25,000點，與該行10月時預測相同，只較現水平有8%潛

在升幅。道富環球預計，港股明年表現可跑贏新興市場，但

有機會跑輸已發展市場。施羅德則預測下一個金融危機爆發

點，可能在新興國家，建議減持新興市場的股債，貨幣匯率

風險也要對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施羅德
昨亦發表明年投資展望，亞洲多元資產投
資團隊主管高倫表示，明年整體環境來
看，歐洲銀行仍在去槓桿、已開發國家的
利率仍極低、失業繼續好轉、全球貿易量
相對偏低等。他更大膽預測，明年美國樓
市會再現泡沫、新興市場面臨經濟危機，
以及金價繼續下跌等。
除美國外，高倫認為本港、新加坡、澳
洲和加拿大的房地產，亦有泡沫問題，故
建議賣掉漲幅太高的房地產項目。
此外，繼08年的美國及2011年的歐洲後，
高倫預測下一個金融危機爆發點，可能在新
興國家，尤其那些重外債、經常帳赤字高、
依賴出口、高通脹及外匯存底偏低的國家都

應小心。但預期新興市場危機不會擴散至其
他市場，故建議投資者減持新興市場股票與
債券，貨幣的匯率風險也要對沖。

美股明年平均回報率約8.8%
對於頻創新高的美股，以及其他表現突
出的已開發市場，今年的漲幅多來自其本
益比的提高，只有日股同時有來自企業獲
利好轉的支撐。展望明年，美股平均約有
8.8%的回報率。
美國因頁岩油開採技術獲突破，使能源
產量大增，故高倫看淡能源、商品及黃
金，但看好製造業、工業、化學下游等企
業。鑑於美債孳息率的上漲，故高倫看好
電子商務、線上交易，而看淡REITs。

新興國或引爆下次金融危機

花旗料國指明年升25%
維持恒指見25000點目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卓建安）中銀香港與銀聯國
際昨日聯合宣布，推出銀聯卡香港商戶收單人民幣結
算業務，為接受銀聯卡刷卡消費的香港商戶提供人民
幣結算安排。有關安排將令香港商戶增加了一個直接

獲得人民幣的渠道，有助於擴大香港人民幣資金池的
規模和推動香港人民幣離岸業務的發展。
過去銀聯國際與中銀香港對接受銀聯卡刷卡消費的

香港商戶只以港幣結算，此次是首次推出人民幣結算
業務。中銀信用卡（國際）總經理蘇誠信昨日出席有
關儀式時表示，此次推出人民幣結算業務，是看到香
港商戶對人民幣有需求，包括作為理財組合貨幣及支
付等用途，商戶可因應自己對人民幣的需要選擇有多
少比例的銀聯信用卡簽賬額以人民幣結算。他說，由
於商戶對有關服務未熟悉，預計初期會有約10%的銀
聯卡收單採用人民幣結算。
據公布，首批香港有5個有代表性的商戶可以選擇
以人民幣結算，包括莎莎國際（0178）、周大福
（1929）、崇光百貨、東方表行（0398）和裕華國
貨。蘇誠信透露，目前上述5個商戶約佔銀聯卡香港
收單金額的10%至20%。他並指出，目前其他商戶也

可以自由選擇銀聯卡簽賬以人民幣結算的金額。

可減少商戶匯兌損失
銀聯國際首席執行官蔡劍波昨日亦表示，此次銀聯

國際與中銀香港開通對香港商戶的人民幣清算業務，
為商戶新增了一個直接獲得人民幣的渠道，可減少商
戶的匯兌損失，有利於推動商戶更樂於受理人民幣銀
聯卡；同時，有關安排實現了人民幣在銀聯卡的單一
貨幣流通、結算，有利於人民幣對外輸出，進一步擴
大香港人民幣資金池規模，並推動離岸人民幣業務的
發展。
至於目前中銀信用卡為銀聯卡香港商戶提供的信用

卡收單業務情況，蘇誠信透露，今年前9個月，有關
收單金額同比增長超過20%，其增幅較VISA卡及
MASTER卡為大。他並預期未來銀聯卡在港簽賬仍將
維持增長勢頭，但由於基數大，其增幅沒有過去大。

■■金邦達寶嘉控股昨於港交所上金邦達寶嘉控股昨於港交所上
市市。。圖為該公司上市儀式上圖為該公司上市儀式上。。

■花旗指出，現時恒指水平相當於2014年預測市盈率10.1倍，低於歷史平均的12.7倍，
但缺乏將估值再上調的利好因素，故只維持恒指25,000點目標不變。圖為港交所大堂。

資料圖片

銀聯卡收單可用人幣結算

天工成功試產純鈦錠
香港文匯報訊 天工國際（0826）昨宣布，集團生產高質量
鈦及鈦合金產品的10噸真空自耗爐一次試產成功，並已產出
兩支各10噸質量完全符合工藝要求的純鈦錠，使天工國際成
為長三角以至華東、華南地區首家擁有此項生產能力的民營
企業，勢將大幅提升其在中國鈦行業的地位和影響力。
10噸真空自耗爐是生產高品質鈦及鈦合金產品的冶煉設備，

在高真空的環境中，鈦材料在電弧的作用下重熔，不但可以獲
得均勻的再結晶，還可以進一步除去金屬中的有害氣體，對提
高鈦產品內在品質具有十分重要和不可替代的優勢。

看好鈦合金業務前景
天工國際主席朱小坤表示，10噸真空自耗爐試產10噸純鈦
錠的成功，為集團生產鈦和鈦合金大型鍛件奠定了穩固基
礎，並有助其實現產能提升、擴大市場銷售。今年上半年，
集團的鈦合金業務收入同比大幅增長46%，儘管這板塊目前
只佔集團整體業務一個不夠大的比重，但它的發展空間廣
闊，未來發展前景相當亮麗。
朱小坤指出，為更好地把握鈦合金市場的商機，集團從韓
國進口了號稱「江蘇第一錘」的4,500噸快鍛機，而集團的技
術和生產人員正緊密配合，為這新生產設施的全面正式投產
作好準備。

陳家強：自貿區與港相輔相成
匯源果汁傳配售7500萬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子慢）匯源果汁(1886)昨日9

時起停牌，待發出內幕消息通告。據《彭博》引述分銷
文件指，匯源計劃配售7,500萬股新股，每股作價介乎
5元至5.2元，較停牌前收報5.45元，折讓4.6%至8.3%，
料套現3.9億港元。該股今年來累積升93%。

新時代能源中石油組合營
香港文匯報訊 新時代能源（0166）昨宣布，集團

附屬公司與中石油集團附屬公司共同成立合資公司，
於貴州省六盤水市開發天然氣利用綜合項目，註冊資
本為3,000萬元人民幣。新時代能源將持有合資公司
40%的股份，中石油則持有剩餘的60%股份。合資公
司的成立，表明了雙方對中國發展低碳經濟，改善城
市環境有共識，看好未來的發展前景。

■圖為香港的渣打銀行分行。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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