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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卓建安）華創（0291）投
資者關係部總經理謝丹瀚昨出席傳媒午宴時表
示，無意出售旗下五豐行。他指將致力於食品業
務與旗下超市採購業務的整合，希望將新鮮蔬
菜、大米採購等分銷業務做大，產生協同效應。

整合業務促協同效應
謝丹瀚還表示，華創與英國零售商Tesco（樂

購）的合作，目前有關部門正在審批，預計明年
上半年可獲批，明年下半年可成立合營公司。至
於啤酒業務，謝丹瀚指正在改善中，從2006年至
2012年，公司啤酒業務營業額的複合增長率為
21%，但盈利的複合增長率為32%，高於營業額
的增長。

不答會否入股屈臣氏
之前華創已放棄收購和黃（0013）旗下的百佳

超市，對於和黃將分拆屈臣氏上市，華創有否興
趣購入部分屈臣氏股權，謝丹瀚沒有正面回答，
只稱華創會專注現時業務。對於網購，目前華創
有留意這方面的發展，但網購是一個燒錢的行
業，公司暫時未有計劃發展。
另外，內地傳媒報道稱，今年9月由華創旗下華

潤雪花購入的金威啤酒，華潤雪花將投入1.6億元
人民幣，用於金威的生產設備和工藝等大面積改

造，最近兩三天深圳市民將可喝到新的金威啤酒。華潤雪
花啤酒（廣東）總經理趙夕芳表示，明年華潤雪花在廣東
的銷售渠道整合將以穩為主，2015年將視各個市場的發
展，整合雪花與金威的渠道，希望未來3年能完成金威的
扭虧為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美國第三季經濟
數據造好，但又再令投資者憂慮美國會加快退市步
伐，美股繼續疲軟，拖累港股只能牛皮，並一直不
能突破24,000點大關。恒指昨日低開92點後，在
內銀股及騰訊（0700）帶動下止跌回升，收市升
30.5點報 23,743點，全周累跌138點，成交額不
低，有642億元。但二三線賭股則有「散水」格
局。

觀望美就業數據大市牛皮
耀才證券研究部副經理植耀輝表示，今晨會陸續

公布美國最新的勞動數據，若果表現較預期理想，

也會影響到下周的投資者信心。但他認為美國明年2
月會再就債務上限作談判，故聯儲局應要到明年3
月才會開始退市。
他又料港股需待中央經濟會議後才有明確方向，

也要等待A股向好才可帶動投資氣氛，目前上證在
2,250點前遇壓力，相信要突破才能為港股添動
力。他個人看好內險股、中資券商股及環保能源
股。
國指跑輸大市，跌19.5點，報11,376點，全周累

跌65點；即月期指升64點至23,762點，高水19
點。藍籌股中，以騰訊表現最搶眼，市場認為，內
地發出4G牌後，中國的移動互聯網業務會更發達，

令騰訊再升2.27%至460元，盤中更高見462元創新
高，成交高達24.6億元。

大型內銀回穩 渣打續捱沽
大型內銀股亦回穩，工行（1398） 、建行

（0939） 、中行（3988）各升 1.45%、 0.97%及
1.08%。不過，中小型內銀股卻依然疲軟，民行
（1988）跌 1.5%、信行（0998）跌 1%、徽商行
（3698）及交行（3328）跌逾0.5%。
渣打（2888）發盈警後股價繼續捱沽，昨日再跌

2.8%至169.2元。新能源股續有資金追捧，中國風
電（0182）急升9.5%、華電福新（0816）升6%、

大唐新能源（1798）升2.67%、粵首環保（1191）
升11.7%、中滔環保（1363）升6.6%。

銀娛創新高 勵駿實德倒插
市場普遍看好濠賭股，銀娛（0027）升0.3%報
63.55元創新高，金沙（1928）、永利（1128）等都
造好，但部分二線賭股昨日卻出現「反高潮」，勵
駿（1680）盤中曾升過近6%，創10元的上市新高
後，全日卻倒跌17.3%，收報7.6元，成交更高達
20.3億元，顯示有大量資金撤走。
實德環球（0487）走勢也類似，盤中曾升近9%，
收市倒插7.14%至0.52元，新濠環彩（8198）亦大
跌15%。奧瑪仕（0959）也爆升過46%，尾市尚算
「硬淨」，收市仍升20%至1.74元，但分析員指，
近日二三線賭股熱炒，部分累積升幅達70%至一
倍，一旦「散水」起來，股民將損失慘重。

騰訊再破頂 二線賭股散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創維數碼（0751）昨公
布，11月份電視機銷售總量為112萬台，同比跌9%，銷售
總額減少10%。綜合今年4月至11月計，電視機銷售總量
為753.9萬台，增加4%，銷售總額增加8%。
公告指，中國彩電事業部於9月和10月出現負增長，是

由於去年同期基數較高所形成，11月電視機銷售量現正呈
現復甦的跡象，同比增加2%，雲電視機銷售量增加39%；
LED液晶電視機增加2%；3D電視機的銷售量約佔平板電
視機的總銷售量的52%，去年11月約佔51%。
海外電視事業部於11月電視機銷售總量減少35%，但如

綜合4月至11月計，電視機銷售總量增加5%，且平板電視
機銷售量上升13%，LED液晶電視機銷售量增加32%。

創維上月電視銷量跌9%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遠威）內地五大商業銀行陸續登
陸台灣發行寶島債，據台灣櫃檯買賣中心（OTC）消息，
建行（0939）香港分行已將寶島債的申請掛牌資料送抵，
三年期寶島債以3.25厘定價，較初始詢價利率3.3厘略低；
本檔寶島債發行規模20億元（人民幣，下同）。
現時除工行（1398）香港分行外，其餘四大內銀均順利
完成寶島債募集，並將同步於下周二（10日）掛牌交易。
首批共四檔中資銀行寶島債合共募集67億元，若計及已在
市場詢價的工行香港分行寶島債，台灣金管會初步訂定的
100億元中資機構寶島債上限額度即將用罄，未來會視各界
反應及申請情況再檢討額度。

建行港分行寶島債3.25%定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子慢）小南國（3666）宣布，旗
下上海點心餐廳「南小館」深圳分店昨開幕，標誌着「南
小館」正式進駐華南地區。分店面積約300平米，設有140
個餐位，其中90個為室內餐位，50個為室外餐位。公司
指，通過「南小館」，公司業務將拓展至內地快速增長的
中產階級以及大眾消費市場；又指「南小館」具備固定資
產投資較低、樓面面積較小，以及菜式簡單的特點，這一
經營模式容易被複製且可以快速實現盈利。

小南國深圳首開南小館

香港文匯報訊 金管局昨日公布，香港於今年11月底的
官方外匯儲備資產為3,086億美元，而上月底為3,096億美
元，按月減10億美元。11月底及10月底並無未交收遠期合
約。為數3,086億美元的外匯儲備資產總額，相當於香港流
通貨幣的7倍多，或港元貨幣供應M3的50%。

港外匯儲備按月減10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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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禧每手賬面賺300元
收1.5元高上市價11% 成交涉資5506萬

主要在內地從事產銷香煙包裝材料的華禧控股首日
掛牌，股價開報1.45元，升至1.51元遇壓，曾回

順至1.41元見承接，尾市再度抽上，全日收1.5元，較
上市價1.35元，高11%；成交3,800萬股，涉資5,506
萬元。不計手續費，每手2,000股，賬面利潤300元。

略高於招股中間位定價
華禧是次來港上市共發售7,500萬股，基礎投資者
順泰（1335）將認購 2,000 萬元股份（禁售期半
年）；公開發售獲近9倍認購，認購一手人人有份。
股份以略高於招股範圍（1.18元至1.48元）中間位
定價，料集資淨額約5,460萬元，其中近40%用作提
升現有生產基地及產能，另近40%用作潛在策略收
購，餘額用於研發/推廣及翻新現有生產設施或辦公
樓宇等。上市獨家保薦人海通國際。
至於大中華區工商業用戶電子元器件供應商威雅利
首日掛牌，股價以1.04元開出，最高見1.72元，全日
收1.15元；成交僅90萬股。公司早於2001年在新加
坡作第一上市，是次以介紹形式在本港作雙重上市，

將不涉及發售新股。上市獨家保薦人為八方金融。

威雅利港上市增知名度
威雅利主席梁振華表示，公司的生意集中於大中
華地區，來港上市能增加公司的知名度。問及過去
數年收入減少，他表示這是隨着大環境轉變，對未
來內地的經濟發展很有信心，相信有好的機遇。公
司財務總監梁漢成指出，上半年收入下跌是因為部
分撥入了聯營公司。
財務狀況方面，梁漢成指公司在新加坡上市多年

致力保持資產負債水平，現時仍處於行業可接受合
理水平約100%附近。

鼎豐集團配售上限定價
另外，計劃以配售形式掛牌的鼎豐集團（8056）

公布配發結果，配售價已定為每股0.78元，即為配
售價範圍0.60元至0.78元的上限定價，集資所得淨
額為1.75億元，配售的2.5億股獲適度超額認購，股
份下周一掛牌，每手5,000股。
市場消息指，公開發售超購逾160倍的信達資產管

理（1359），確定以招股價範圍上限3.58元定價，
集資額達190億元，將於下周四（12日）掛牌。
早前因應市況大削招股價並延期上市的廣東陶瓷

商東鵬控股（3386）將於下周一（9日）掛牌，其暗
盤價微升。據輝立交易場資料指，東鵬控股暗盤開
市報3元，最高見3.07元，最低見2.91元，收報3
元，較招股價2.94元升2.04%，每手1,000股，不計
手續費，一手賺60元。至於耀才新股交易中心，東
鵬控股暗盤收報3.02元，較招股價升2.72%，不計
手續費，一手賺80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子慢）華禧

（1689）及威雅利（0854）昨日同日掛

牌，前者升幅溫和，全日收1.5元，較上市

價 1.35 元高 11%。不計手續費，每手

2,000股，賬面利潤300元。至於以介紹形

式在本港作雙重上市的威雅利股價以1.04

元開出，最高見1.72元，全日收1.15元；

成交僅90萬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子慢）前身為解放軍第一
軍醫大學的科研藥廠「南方科研藥廠」廣州康臣藥業
（1681）計劃公開發售2.5億股，招股價範圍介乎
3.63元至4.36元，集資9.07億元至10.9億元。以每手
1,000股計，入場費為4,403.95元。該股將於12月9
日（下周一）起至12月12日（下周四）公開招股，
12月12日定價，12月19日掛牌。中銀國際為獨家賬
簿管理人及獨家牽頭經辦人。

2.5億股10%公開售
廣州康臣藥業昨日開始路演，據公司初步招股文

件指，其招股價介乎3.63元至4.36元，擬發行2.5億
股新股，其中90%為國際配售，10%為公開發售，集
資最多10.9億元，相當於2014年預測市盈率12.5倍
至15倍。另有15%超額配股權，可額外增發3,750萬
股，令集資額可增加至10.44億元至12.5億元。
初步招股文件顯示，是次集資所得的淨額中，約

40%將用於基礎設施投資；約20%將用於研發，以
開發新產品；約15%將用於擴展現有的銷售和分銷
網絡，以提高市場滲透率水平，及覆蓋更多的終端
客戶，如縣級醫療機構，社區和農村醫療中心，並
相應增加公司的市場份額；約15%將用於併購中國
傳統醫藥種植能力企業，目前並無任何具體的併購
計劃或目標；約10%將用作營運資金及其他一般企
業用途。

已引入基礎投資者
文件更透露，公司已引入基礎投資者，包括景林
資產管理（Greenwoods Asset Management）透過旗
下3個基金斥2.26億元認購，設有6個月禁售期。
景林為一家以投資境內、外上市公司股票的資產

管理公司，據公司網頁指，其長期管理的基金投資於
A股、B股、H股、紅籌及美國預託證券（ADR）等
海內外上市的中國股票。

金管局：比特幣難成正常貨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遠威）網絡虛擬
貨幣比特幣（Bitcoin）在內地瘋炒，人民銀
行已限制金融及支付機構使用比特幣。金管
局昨亦緊接表態，指比特幣並非貨幣，只是
虛擬世界創造的「商品」，呼籲投資者考慮
使用比特幣交易或投資時要加倍小心。比特
幣不受當局監管，但會跟進比特幣在港使用
情況，並強調按法律，本港可制裁涉及比特
幣的盜竊、欺詐或洗錢等違法行為。
比特幣在全球各地熱炒，短短一年便已升

值百倍，但礙於比特幣沒有實體發行人亦非
法定貨幣，美國聯儲局前主席格林斯潘勸喻
炒家小心泡沫爆破。在中國大媽追捧下，內
地成為比特幣最大交易市場，佔全球交易量
六成，但早前有比特幣交易網站倒閉令炒家
血本無歸，故人民銀行已率先下令，要求限
制金融及支付機構使用比特幣，以保障人民
幣的法定貨幣地位及防範洗錢行為。
此外，泰國已在11月下令，禁止在全國範

圍使用比特幣，並將相關交易活動列為違法
項目。反觀德國卻沒有就比特幣炒賣加以限
制，反而將比特幣列為法定貨幣，並向炒家
徵收25%資本利得稅。

張德熙：或成「零和遊戲」
金管局指，比特幣的價值並無實物或發
行人支持，而且價格波幅極大，並無成為支
付媒介或電子貨幣的足夠條件。由於比特幣

屬高度投機性商品，市民考慮以此交易或投
資時，要加倍小心可能造成的損失。當局會
密切留意比特幣在港使用情況，以及海外監
管要求等發展，再考慮須否進一步跟進行
動。
前證監會主席沈聯濤昨表示，比特幣並非

法定貨幣，買家要自行承擔買賣風險，若未
來產生泡沫，相信將對社會穩定構成影響，
故中央需要作出監管。金銀業貿易場理事長
張德熙預期，將有愈來愈多監管機構效法人
行，對比特幣進行監管，瘋炒熱潮將曲終人
散。他強調比特幣並非貨幣或保值商品，絕
對無法與黃金相提並論，只是個高風險投機
炒賣行為，有機會成為「零和遊戲」。當比
特幣受到全國監管，持有者隨時血本無歸。

美林稱可作電子商務工具
不過，美銀美林昨日發表的報告認為，比

特幣可以成為電子商務交易的重要工具，並
且具有「明顯的成長潛能」。報告指，就某
種程度而言，作為匯兌的中介，比特幣提供
使用者許多利益和效率，這也意味着它擁有
某種基本的價值，這種價值在比特幣更廣泛
使用後，也會隨着時間成長。但報告亦指
出，比特幣面臨挑戰，包括匯率波動和可能
受到規範，這些缺點最後將妨礙其成為國際
貨幣。

香港文匯報訊 穆迪昨發表報告指，中移動集團獲發「分時長
期演進」牌照（即「TD-LTE」或「4G」牌照），中移動
（0941）將協助母公司建設營運TD-LTE網絡，有助該公司鞏固
其在無線數據的市場地位，具正面信用影響。中移動昨平收
84.65元。

助鞏固無線數據市場
穆迪指出，中移動的目標是在今年底前建設超過20萬個可展開

商業營運的基站，以及將其網絡覆蓋擴大至100個主要城市。中
移動已經開始在部分主要城市試行營運，包括北京。而預計中聯
通及中電信在2014年才會開始作4G的重大投資。
報告預計，TD-LTE的推出將有助於中移動改善其無線數據服

務的市場地位，緩减每位用戶平均收入（ARPU）的下降步伐，
原因是數據使用者的ARPU應該會較高。

投資料對現金流加壓
在TD-LTE的龐大投資將會繼續對中移動的現金流造成壓力。

穆迪預計其2013年及2014年調整後自由現金流對債務比率會降至
0%以下，低於2012年的60%以上。
穆迪預期，中移動的調整後資本支出佔通信服務收入的比例，

將由2012年收入的25%以下增加至2013年及2014年的30%以
上。
截至今年10月，中移動擁有約7.59億客戶，其中1.76億為3G
客戶。自2013年5月以來，其3G客戶同比增幅超過100%，增長
相當迅速。
穆迪預期，中移動的無線數據業務會繼續穩定增長。今年上半

年，其無線數據服務收入同比上升62%。今年上半年，此業務佔
其通信服務收入17%，高於去年上半年的11%。

穆迪：中移動獲4G牌影響正面

■華創無意出售旗下五豐行。 資料圖片

康臣藥業下周招股籌11億

■■華禧控股有限公司上市儀式華禧控股有限公司上市儀式。。

■左起：康臣藥業副總裁周尚文、執行董事兼行政
總裁黎倩、主席兼執行董事安鬱寶、財務總監兼公
司秘書丘志明、副總裁唐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