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B轉
A」首股浙能電力昨日登陸上交所，這亦是今年首
家A股上市公司。身披多重利好的浙能電力上市首
日遭熱炒，全日股價高位運行，最終漲幅逾60%。
浙能電力的表現，被業界視為IPO的開閘預演。

浙能電力上市首日飆60%
已經超過14個月未聞敲鑼聲的上交所，昨日迎

來年內首單新股上市。浙能電力系吸收合併東電B
股後在上交所掛牌，東電B股完成「B轉A」後，
原公司東電B股在資本市場上消失。浙能電力此次
公開發行10.72億股，發行後總股本約為90億股，
發行價格為5.53元（人民幣，下同）/股。此前，
浙能電力「B轉A」吸併方案，因開創性探索解決
B股歷史遺留問題而受到業內高度關注。
值得注意的是，證監會日前發佈了《關於進一步

推進新股發行體制改革的意見》，上交所也於本月
跟進出台《關於進一步加強新股上市初期交易監管
的通知》，被視為 「最嚴限炒令」。不過，上交
所解釋說，上述規定僅適用於首次公開發行

（IPO）上市交易，「浙能電力」系吸收合併「東
電B股」後掛牌，其上市首日僅適用上交所《實時
監控細則》中無價格漲跌幅限制股票盤中臨時停牌
的規定，不適用前述《通知》的規定。

B股改革首例具示範作用
此前有券商分析指出，由於B股市場長期的流

動性不足對公司估值的壓制得到釋放，加上作為
「B轉A」第一單、以及2013年上交所首家上市
的公司，該股可能在上市後獲得資金的青睞。果
然，浙能電力股價開市即報 8.50 元，漲幅
53.71%。此後更是快速拉高，報9.30元，漲幅
68.17%，僅交易一分鐘便被臨時停牌。復牌後，
股價略有回落，收市報8.88元，漲幅60.58%，換
手率達45.62%。
作為首單成功B轉A的公司，有業內人士指出，

浙能電力的示範效應明顯。Wind統計顯示，目前
滬深兩市共有105隻B股，其中84隻屬A+B股，21
隻為純B股。有A股的B股公司可在A股市場再融
資，這是純B股公司迫切要求轉板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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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重拖累 A股八連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裘毅 上海報道）美聯儲宣佈
縮減買債規模100億美元，新興市場承壓。滬深兩市
昨繼續連跌走勢，成交維持低量水平。收盤滬指報
2,127點，跌幅0.95%，為連續第八日下跌，成交615
億元（人民幣，下同）；深成指收報8,147點，跌幅
1.08%，成交785億元；創業板指報1,256點，漲幅
0.01%。

地產水泥銀行股受壓

申萬研究最新研報指出，美聯儲縮減買債規模，將
令新興市場風險資產在靴子落地後還有最後一跌，與
此同時，新興實體經濟受拖累更大。兩市股指昨高開
低走，盤中券商、石油一度拉升護盤，但受房地產、
水泥、銀行等權重板塊殺跌影響，滬指繼續下探跌近
1%，離半年線一步之遙，也平了2011年5月31日創
下的八日連跌紀錄。
兩市板塊除禽流感疫苗、網絡安全小幅上漲外，其

餘全數下跌，銀行、地產跌超1%拖累股指。兩市個股
10股漲停，1股跌停。原東電B轉A股的浙能上市首日
漲超60%，報8.88元。

人行連續第二周「零操作」
臨近元旦，市場資金面緊張加劇，但人民銀行公開

市場昨日不進行任何操作，連續第二周單周「零操
作」，據此計算，本周將既無投放亦無回籠。
中銀國際證券策略分析師周榮華認為，年底資金面
開始轉緊，未來一周資金面將會更加緊張，來自內部
的流動性壓力高峰還沒有到來，偏緊的資金面將會對
大盤反彈帶來壓力。

IPO開閘預演 B轉A頭炮熱炒

■A■A股兩市高開低走股兩市高開低走，，臨近臨近
尾盤銀行尾盤銀行、、地產地產、、船舶船舶、、軍軍
工股等殺跌工股等殺跌。。 美聯社美聯社

中移動首創客仔炒數據
當月用不完 每GB賣15至60元

■漢正街控股集團公司董事長胡承啟（右）與遠洋地產有限公司就漢正街棚戶改造
合作達成百億合作意向，18日於武漢漢正街中央服務區（香港）項目洽談會上對
核心區範圍內近期開發的重點地塊簽訂合作協議。 俞鯤攝

漢

正

街

簽

約

該數據平台名為「2cm數據交易平台」。據介
紹，數據買賣單位為每 1GB 計算，賣方可於

15-60元的範圍內自由定價，並可隨時查詢交易情
況、更改出售之數據價格及數量；同時系統將為買
方自動尋找最佳的售賣指示，買入的數據須於當月
使用。公司就每宗成功交易將向賣方收取每 GB 15
元的行政費用，有關費用於下期賬單收取，出售數
據獲得的金額可用於扣除下期賬單的月費及額外本
地數據用量費用。公司為推廣服務，即日起至明年
3月底進行的交易將可豁免交易行政費用。

中移動每GB收15元手續費
中移動香港董事及行政總裁李帆風表示，公司提
供交易平台，故與提供其他服務一樣均須收費。又
指在該平台上交易數據用量，如同買賣股票一樣簡
單，笑稱專業人士可採取「先沽後補倉」的策略操
作，但強調設立平台絕非鼓勵炒賣，只是希望客戶
可各取所需，而公司亦會做出溫馨提示：投資有風
險。
李帆風又表示，公司陸續在月費計劃架構上作出
改變，無限量月費在1個多月前已取消。暫亦無計
劃由公司發放額外數據用量至上述交易平台讓客戶

購買。又透露，現時正在港鐵進行全新4G網絡建
設，已首先在九龍站及香港站試用，預計明年2月
中推出，未來亦會進一步擴展至港鐵其他站點。

對港府重拍3G頻譜有興趣
對於政府收回1/3的3G頻譜重拍，中移動香港董

事長林振輝表示，頻譜對公司發展業務的重要性，
如同土地對開發商的重要性一樣，頻譜的多少將決
定處理能力的高低、速度快慢等多個因素，有利於
提升公司潛力。過去數年集團均有參與頻譜競投，
相信爭取更多頻譜可提升服務能力，故重申對3G
頻譜拍賣有興趣。
他又稱，自2008年以來公司的服務品質不斷提

升，但未來的價格不會有太大改變，主要是因為電
訊商的規模可決定成本的高低，由於本港市場較
小，以公司目前在市場的地位，現有價格已足以為
消費者提供服務。

推新夢想a new dream品牌
中移動香港昨同時宣佈推出全新企業標示及商業

品牌「and！」，其含義為「新夢想（a new
dream）」的首字母組合。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涂若奔）中移動香港昨宣佈，推出數據交易平台，旗下4G客

戶可把其月費計劃內包含的數據用量在平台上自由買賣。例如客戶預期當月有剩餘的

數據用量，可成為賣方，透過該平台向其他參與計劃的客戶出售其額外用量。如客戶

對數據用量有額外需求，亦可成為買方，在該平台上購買額外數據。

■中移動香港昨推出全新企業標示及商業品牌「and！」，其
含義為「新夢想（a new dream）」的首字母組合。張偉民攝

港企進軍內地一卡通市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薇 深圳報道）內地大部分
城市的公交卡僅用於繳付車費，而香港的八達通則可

貫穿港人的衣食住行。瞄準內地一卡通龐大消費市
場，港企建億通（北京）數據處理信息有限公司研發
出了「都都寶城市一卡通網上充付平台」，18日在深
圳正式上線。

自主研發網上充付平台
據介紹，該平台有公交IC卡網上充值系統，還能實

現網上購物、機票酒店預訂等增值服務。董事長何宗
盛指出，2014年年底前，內地平台上線城市將達45
個，年交易額達300億元（人民幣，下同）。
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3年，內地建立城市一卡通
系統的城市有400多個，一卡通累計發卡量超過信用卡
發卡量達3.2億張。
建億通董事長何宗盛指出，內地無論一卡通發展前

景，還是電子商務市場前景，潛力都非常巨大。相對

於傳統的現金充值，都都寶支持通過網銀和第三方支
付平台為城市一卡通網上充值。同時，通過與銀行及
第三方支付系統合作，為持卡用戶提供了生活繳費、
網上購物等增值服務。

收1%手續費具發展潛力
盈利方面，都都寶的收入來源於消費者網上為公交

卡充值的服務費、向網購商戶收取的服務費，以及銷
售讀卡機費用。「目前網上充值服務為充值金額的
1%，而向網購商戶收取的費用則視乎不同產品而
定。」
目前，都都寶一卡通網上充付平台已接入哈爾濱、
重慶、寧波、青島等10多個城市的一卡通系統，安裝
約1萬個都都寶一卡通網上充付終端，一卡通用戶約
4,000萬。

■「都都寶城市一卡通網上充付平台」在深圳上線。
本報深圳傳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
報道）綠地香港（0337）母公司綠地
集團再拓華南市場。昨日（19日）綠
地集團與廣西自治區及南寧市就金融
合作、空港產業新城開發等一攬子項
目達成戰略合作。當日，綠地香港投
資的南寧綠地中心正式開工奠基。

夥廣西拓多金融業態合作
根據協議，綠地集團與廣西合作涉
及多種金融業態：一是以獨資形式在
南寧設立全市經營的小額貸款公司；
二是由綠地作為主發起人在廣西組建
金融租賃公司或消費金融公司；三是
集團作為主發起人控股組建金融資產
交易所。此外，雙方還就投建空港產
業新城項目達成合作意向。
當日開工的南寧綠地中心項目佔地面
積約58畝，規劃總建築面積約32萬平
方米，總投資額為25億元（人民幣，
下同），由綠地香港全資投建。項目規
劃建設為總部基地辦公建築群，包括一
棟高達200米的超高層5A寫字樓。
綠地集團董事長、總裁張玉良表
示，南寧是中國面向東盟開放的樞紐

城市，是綠地集團及綠地香港投資發
展的重要戰略區域之一。綠地香港近
期接連注入優質資產並自主獲取多幅
地塊，包括總價為年內上海土地成交
總價次高，達59.5億元的黃浦區五里
橋街道地塊，意在為明年提速發展夯
實基礎。

攻內地一二線市料多賺30%
對於在內地市場的下一步佈局，張
玉良表示，綠地將以一二線城市及重
點省會城市為重點區域，今年業務經
營收入將超過3,200億元，較上年增長
30%以上。
另外， 綠城又表示，將與股東九龍

倉集團（0004）組成合資企業，共同
開發九龍倉以25.8億元人民幣投得的
杭州土地。兩家公司將按50:50擁有權
比例共同開發杭州蕭山區佔地約
70,227平方米的住宅用地，預計將開
發土地上住宅物業的總建築面積約為
189,613平方米。綠城中國表示，聯合
投資或許有助於支付在杭州的開發成
本。目前，九龍倉及其附屬公司持有
綠城中國24.3%股份。

綠地啟建南寧新地標

財訊速遞

深圳首宗「農地」今拍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深圳市土
地交易中心今日（20日）將舉行該市首個農村集體土
地拍賣交易，將掛牌出讓位於寶安區福永街道鳳凰社區
的一塊工業用地。這是深圳市在今年初以一號文的形式
發佈《深圳市政府優化資源配置促進產業轉型升級「1+
6」文件》至今，終於迎來入市交易的第一單。
鼓勵原農村集體用地進入工業用地市場業內人士分

析，該宗土地如果成功出讓，將成為打破深圳原農村
集體用地上市流通瓶頸的「試金石」。這也成為十八
屆三中全會後，深圳對「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
場」率先做出的探索和嘗試。據悉，該地皮佔地面積
為1.45萬平方米，總建築面積為6.99萬平方米，掛
牌底價為1.16億元。掛牌期為2013年12月11日起至
2013年12月20日15時止。

滬自貿概念地溢價407%成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上海自貿

區概念在土地市場被炒得火熱，日前此間臨港新城主
城區一幅地塊以406.88%的溢價率成交，創造了今年
以來的溢價率紀錄。據悉，臨港新城主城區
WNW-A1-14-1地塊引來了二十餘家房企的激烈爭奪，
最終上海錦繡投資以3.02億元（人民幣，下同）獲得，
成交樓板價15,358元/平方米，溢價率高達406.88%，
該地塊同時也大幅刷新了臨港新城地區的樓板價紀錄。
今年以來，臨港新城地區商品住宅均價為1.22萬元，
是次的成交價，再現「麵粉貴過麵包」。

聯想夥微軟推雲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楚茵）內地傳媒報道，聯
想集團（0992）日前與微軟於北京簽署協議，正式成
為微軟雲服務內地首家戰略合作夥伴。聯想未來將為
企業客戶提供基於微軟雲平台的服務、經微軟認證的
雲基礎設施，以及針對客戶需求設計的應用解決方
案。聯想IT管理服務及企業級服務業務部總經理林
林透露，目前微軟與聯想已經派出團隊就具體合作細
節洽商，料相關服務和基礎設施將陸續推出
近日中國電子商會消費電子產品調查辦公室依據體驗

結果發佈了《2013智能電視消費者體驗及需求調研諮
詢報告》，報告顯示聯想智能電視奪得智能體驗冠軍。

順風光電付清無錫尚德尾數
香港文匯報訊 順風光電(1165）昨宣佈，集團有
關建議無錫尚德太陽能電力有限公司(簡稱「無錫尚
德」）100%股權權益之重整計劃，公司主要股東鄭
先生已於12月19日向管理人支付25億元人民幣收購
代價餘額。
順風光電主席張懿表示，鄭先生已向管理人支付收

購無錫尚德的收購餘額25億元人民幣，為收購無錫
尚德踏出重要一步。整個重組計劃將於股東特別大會
獲通過後，便正式完成。完成收購後，無錫尚德將可
穩定地供應太陽能產品予順風光電，用作擴充及興建
更多的太陽能發電站，以及提升集團在國際太陽能行
業的地位。

深圳國際武漢建物流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嘉銘）深圳國
際（0152）昨宣佈，公司與武漢市東西湖
區政府簽訂協議，將投資及建設深國際·
武漢現代綜合物流港項目。項目一期規劃
土地面積約13萬平方米。主席高雷表示，
深國際·武漢現代綜合物流港項目是自

2012年底開始在境內投資的第四個中心城
市現代綜合物流港項目，公司計劃於今年
至2017年，在華東、華南、華中、華北、
東北、西南和西北等地區投資建設中心城
市現代綜合物流港項目，逐步實現覆蓋全
國的網絡佈局。

領匯衝出香港 夥萬科拓內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嘉銘）領匯（0823）昨宣
布，公司與內房龍頭萬科簽訂戰略合作意向書。意向
書未有指明合作的範疇及涉及投資金額，只是指出雙
方會研究在內地共同尋找於內地零售物業的適當投資
機會，亦並無任何特定零售物業。
領匯行政總裁王國龍指，目前雙方尚未就具體物業

項目展開任何磋商，公司正考慮召開特別大會，向基
金單位持有人動議投票通過領匯可在香港以外地區進
行投資。

新地料商場聖誕丁財兩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聖誕及新年即將到
臨，新地（0016）租務部助理總經理劉文豪表示，內
地遊客來港感受聖誕節日氣氛帶旺商場消費，預料在
12月21日至26日，旗下9個商場的人流按年增25%
至680萬人次，消費額按年升24%至3.6億元。
劉文豪表示，目前內地客佔旗下9個商場整體客源

的10%至15%，預計聖誕期間人均消費2,000元至2
萬元，較本地客人均消費額600至3,000元多。而點
對點商場購物團維持每月吸引1.8萬人次來港購物；
有別以往購買名牌珠寶、電子產品等大額消費，現時
自由行客大多數是進餐、看電影等較生活化的消費。
劉氏指，在人民幣升值的影響下，公司在內地購置

的裝飾費大增，旗下商場的推廣費亦年年上升。單是
今年東港城的聖誕推廣費用按年升15%，約650萬
元。他對來年的消費市道感審慎樂觀，現時所有商場
舖位都全部租出，而且亦有商戶正在輪候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