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賭業有錢途 國娛擬向太陽城周焯華購業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楚茵）濠賭股狂潮下，令銀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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彤叔重注濠賭 73.5億做疊碼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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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主席呂志和（和叔）身家飆升，「地產大亨」彤
叔鄭裕彤亦有動作。由彤叔家族控制的國際娛樂（1009）
前晚突公佈擬以 73.5 億元價格，向太陽城集團主席周焯華
收購其博彩中介業務（俗稱「疊碼仔」）70%股權，拓展濠
賭業務，但未有透露收購的中介人業務的經營地。

據太陽城集團網頁顯示，公司於2007年成立，乃澳門其中一個最大的
博彩中介營運商，共營運 17 間貴賓廳約 280 張賭枱。不過，市場對

做疊碼仔僅屬前奏 料有後

國際娛樂：利擴投資增財源
而去年澳門賭場收入躍升18.6％至452億美元，澳門賭場約三分二收入
來自內地高風險投注者，據知，這些大款皆由像太陽城等的博彩中介公
司組織到澳門。有分析師認為，收購一個現成的博彩中介公司是分享澳
門賭場繁榮的最簡單方法，因澳門政府不可能發放太多的賭牌，而澳門
的娛樂業務增長亦主要由博彩中介人帶來的內地豪客拉動。

可能需配股或發換股證集資
另據公告透露，國際娛樂認為，是次收購可擴展其投資範圍以增加其
收入來源，以及或提升其盈利能力之潛在合適機會，並可能需要通過配
售股份或可換股證券方式為現金款項集資。而國際娛樂準備收購的業
務，周焯華提出 3 項保證，包括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止財政年度之綜合
經審核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EBITDA)至少須為 15 億元及截
至今年底及明年底止財政年度中，博彩中介業務的日常業務應佔轉碼數
須分別不低於1.68萬億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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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福布斯》香港富豪榜，澳門賭業大亨排名三級跳。

博彩中介人為賭場招客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陳遠
威）俗稱「疊
碼仔」的澳門博彩中介人，是為賭場招徠
賭客的重要角色。疊碼仔則由賭場的收入
中抽取分成利益。

 $


持牌中介人單位共235個
中介人在法例上作為賭場的「賭廳廳
主」，利用俗稱「疊碼仔」的「中介人的
合作人」，主要為博彩人士提供交通住宿
餐飲，以及各類消遣便利，其中甚至包括

高利貸轉介服務。
據澳門博彩監察協調局資料，現時澳門
獲發經營娛樂場幸運博彩中介業務准照的
博彩中介人單位合共有 235 個，包括 202 間
法人博彩中介人公司，及 33 名自然人博彩
中介人。涉及的「疊碼仔」已有過萬人。
澳門博彩業持續增長，帶來利潤豐厚並
吸引大量相關從業員，博彩中介人當中更
有不少上市公司，除新加入市場的國際娛
樂（1009），涉及博彩中介人業務的包括
海王集團（0070）、金利豐（1031）及奧
瑪仕（0959）等。

銀公：美退市有序未見港走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遠威）銀行公會昨
舉行今年首次例會，署理主席楊志威在例會
後表示，美國聯儲局 1 月開始逐步減少買債
後，目前未見本港資金明顯流走。港元與美
元掛鈎，本港息口應與美國息口同步變化，
而美國減債規模相對溫和，相信當局會小心
避免利率水平過快回升窒礙經濟復甦，預料
今年息口將維持現時水平，香港銀行同業拆
息（Hibor）及倫敦同業拆放利率（Libor）
一年期利率不會有太大變化。
有分析估計港元利率會先於
美元利率回升，楊志威表示，
不排除港息將先於美息上升，
影響因素包括內地境內資金緊
張及存款需求增加，可能短期
影響港元利率走勢，故銀行業
界會對風險及資金流動性管理
作出加強，亦建議個人散戶以

■文化傳信與
中移動合拓手
機遊戲業務。
關健聰（右
三）、吳海峰
（右二）與中
移動代表及一
眾嘉賓啟動發
佈儀式。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港股昨日
又見回升，可惜升幅力度欠奉，全日微
升 59 點收報 22,846 點，未能突破 23,000
點，成交增至 705 億元，但有 20 億元成
交來自「炒味濃」的創業板。全周計，
恒指累升 28 點，資金不單繼續炒作科網
股，連落後的本地地產股也見追捧，地
產指數昨日就升 1.3%。分析員指，昨日
大市氣氛只屬平平，升跌的股份都逾 600
隻，顯示大市續無方向，股民熱衷炒作
個別股份。

至企業好好管理潛在風險，避免過分借貸。

今年3工作重點 力拓人幣業務
銀行公會去年極力向中央爭取港人每人每
日人民幣 2 萬元兌換限額放寬，並可望在今
年早期落實，楊志威指，目前仍等待監管當
局及中央落實放寬的具體時間表，而業界已
作出大量相應準備工作，並進行流程及系統
測試，相信放寬後銀行能快速提供相應產品
予市民大眾。
至於銀行公會今年的工作重點，楊志威
指，3 樣工作重點包括進行推進人民幣業務
在港發展，預料今年增長趨勢仍會持續；保
持與監管及政府的溝通，維持公眾及業界利
益；在社會責任方面推動更多活動，以支持
社會發展。今年銀行公會主席輪替至中銀香
港總裁和廣北接任，楊志威稱和廣北因為工
作關係不在香港，故未能出席首次例會。

IGG先升近一成倒跌0.1%

﹁
8

富昌證券研究部總監連敬涵表示，大
市短期未見利好消息出現，預計恒指下
周續會於 22,600 至 23,000 點間徘徊，除
非上證跌穿 2,000 點，否則恒指不會大
跌。資金繼續「炒股不炒市」，將使強
勢股更強勢之餘，落後股也會出現「撈
底」。他又指，聯儲局本月底將有議息
會議，有關言論將影響環球股市走勢，
特別是春節假期前，股民的投資意識會
更謹慎。
強勢板繼續以科網股領軍，IGG (8002)
昨日一度升近一成至 10.84 元，尾市倒跌
0.1%收市，本周計，該股已累升74.7%，
市值近 130 億元，達主板股份水平，昨日
成交仍逾 10 億元。華普智通(8165)勁升四
成、天時(8082)升 24%、DX.COM(8086)亦升 22%，金
蝶(0268)飆15%，博雅(0434)升13%。

字股

相反，有名你叫「地產大亨」的彤叔，做地產發財，但濠賭就較少沾
手，只於 1982 年以 3 億多港元，由葉漢身上買入澳娛的 10%股權，而澳
娛現由彤叔的老友「賭王」何鴻燊掌舵。但此 10%的股份足令彤叔在亞
洲最大賭場營運商澳博中擁有 2.93 億股份。而早年亦曾傳彤叔與何鴻燊
合作攻菲律賓賭業，但遭彤叔否認。
今番彤叔向濠賭業落重注，由疊碼仔業務做起，未知是否只屬前奏。
而據收購通告指，博彩中介業務包括提供交通、住宿、食品及飲料以及
娛樂以換取博彩承批公司支付之佣金或其他報酬而為賭場進行之博彩中
介活動。

■港股昨回升59點，成交增至705億元。
全周計，恒指累升28點。
中通社

億煲

彤叔向濠賭落重注反應一般，國際娛樂昨復牌，股價開市後曾高見 11.3
元，其後由高位回落，收報 9.3 元，跌 1.59%。反而旗艦新世界發展
（0017）收升2.46%，報9.99元。
其實濠賭有幾吸引，由有「新賭王」之稱的呂志和的身家可見一斑。
但查實新賭王非由「賭」起家，呂志和本業搞建材，銀娛未做賭前，當
年名字叫「嘉華建材」，隸屬嘉華集團旗下。但嘉華建材利錢有限，股
價就算有翼都飛不起，市值極限 10 億上下，令到和叔索性於 2002 年幫其
大變身，於 2002 年嘉華建材以每股 8 元發行大量新股，向和叔收購其澳
門博彩業務，雖然其後股價曾大跌，但大家都知以後的故事，內地自由
行興起，加上澳門乃中國境內唯一擁有合法賭場的地方，對於內地大款
吸引力無限，和叔身家自然隨濠賭扶搖直上，更成為最新《福布斯》香
港富豪排行榜的第二位，僅次於「超人」李嘉誠其後，可謂威到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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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線電訊設備股受捧
另外，擎天軟件(1297)漲 8.7%，中軟(0354)及新利
(8076)各升 7.3 及 11.9%。炒風吹進二三線電訊設備
股，摩比(0947)急升 19%、晨訊(2000)勁升 38%、通達
(0698)升 16.4%創歷史新高。市場人士指，目前科網股
的走勢與 2000 年科網股熱炒時沒兩樣，相信要待科網
龍頭股出現不利的消息，炒風才有望歇止。
資金流入地產股炒落後，新世界(0017)及英皇國際
(0163)升約 2.4%，信置(0083)及恒地(0012)升逾 2%。不
過，中資金融股並未受惠追落後，由於 A 股繼續受
IPO 重啟及「水緊」的不明朗因素困擾，有關板塊表
現乏力，尤其是內險股及中資券商股表現較差，令國
指繼續跑輸大市，國指僅反彈 11.8 點至 10,164.6 點，
全周計卻累跌2.6%。

文傳夥中移動拓手遊 股價爆升
用戶聊天、分享，以及在該平台上購
買西藏布達拉宮門票、訂購酒店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卓建安）市場
熱炒科網手遊，凡沾上邊即點石成
金。文化傳信（0343）昨日宣布與中
國移動合作共同拓展手機遊戲業務，
文化傳信旗下 Ucan 將成為與中移動進
行遊戲合作的一個平台。首個合作項
目為中移動開發的遊戲「跑向珠
峰」。受有關消息刺激，文化傳信昨
日股價大幅飆升，收市升 15.08%至
1.45元。
根據文化傳信與中移動的合作，
Ucan 將 提 供 O2O （Online to Offline）的平台與中移動合作。Ucan 的
手機應用程式將植入中移動新增客戶
的手機，手機用戶可在 Ucan 平台互動
使用。所謂 O2O 是指線上營銷帶動線
下經營和線下消費。

據 介 紹 ， Ucan 已 開 發 虛 擬 貨 幣
Ucoin，玩家可於 Ucan 平台上使用該
貨幣，而中移動計劃與 Ucan 合作，其
原有的支付系統將成為 Ucan 交易平台
的付費接口，玩家可透過中移動的支
付系統購買Ucoin。
Ucan Mobile 總裁吳海峰昨日出席文
化傳信與中移動跨界合作發布會時表
示，由於 Ucan 只提供一個平台，故成
本可控，暫時看不到虧損的可能性，
而「跑向珠峰」則由中移動投資開
發。他沒有透露 Ucan 與中移動的分成
比例。

首個合作遊戲「跑向珠峰」

與TVB.COM今年推6遊戲

Ucan 與中移動首個合作的遊戲項目
為「跑向珠峰」，與中移動西藏公司
合作，為用戶提供有關西藏的超高清
圖片、高清視頻、音樂和版權書籍等
內容，而用戶在遊戲的過程中，可以
進行社交互動，查閱旅遊觀光地的遊
記、攻略，隨時查看遊戲場景所對應
的真實風景的詳細介紹，隨時與其他

文化傳信董事總經理關健聰亦表
示，該公司與無綫 TVB.COM 合作的 6
個手機遊戲將於今年陸續推出，與
TVB.COM的分成比例為各佔一半。
文化傳信受與中移動合作的消息刺
激，昨日股價飆升，最高曾升 27%至
1.6 元，收市亦升 15.08%至 1.45 元，成
交額增至2,420萬元。

Ucan已開發虛擬貨幣Uco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