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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燈今招股 回報6.26%
電能保留49.9%股權 最多籌321億遜預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子慢）今年新股市場其中一場重

頭戲上演，由電能（0006）分拆上市的港燈（2638）今日

起公開招股。由於早前港燈未收飛已接獲國電斥100億元認

購，於上市後成為第二大股東，令不少人猜測此舉會否染紅

本港電力市場。對此，港燈電力主席兼執行董事霍建寧強

調，國電的角色純屬基礎投資者，亦未有洽談將來合作。

早前港燈因引入國電
成為基礎投資者，

於公司上市後的持股比例
達18%，成為其第二大股
東，引起市場多番揣測。
霍建寧表示，國電是經投
行介紹，雙方目前未有任
何合作洽商；港燈暫時亦
只專注於上市工作，未來
公司會繼續專注發展本地
業務，電能則集中發展海
外業務。若有需要，兩公司管理層可互相支援。

未與國電洽商合作
霍建寧又指，國電斥資認購為反映國電對公司有信心，亦為公司上市
打了一支強心針。港燈昨舉行投資者推介會，問及霍建寧配售反應時，
他攤開雙手笑說：「你睇我個樣就知。」
港燈是次的集資額約241億元至279億元，另設15%超額售權，若行使

集資額可增至最多321億元，較原本預計的400億元至500億元為少。霍建
寧未有正面回應，只表示由於第二大股東國電於上市後持有股權達18%，
為了平衡關係，公司選擇持有當初持股範圍30%至49.9%的上限49.9%。

資產規模單位數增
公司盈利增長動力方面，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尹志田表示，公司早前
已向立法會披露未來5年售電量的增長預測為0.6%。至於資產規模方
面，在撇除折舊後增長每年約5億元，結合兩個元素，每年將有低單位數
增長。
尹氏補充，港燈未來5年的資本開支131億元，仍有空間增加投資，預
期今年可派發現金為34.55億元，即分派比率約6.26%至7.24%；又預期
今年股份合訂單位持有人憑佔預測綜合溢利不少於27.658億元。

未來3年息口變化小
另外，問及美國聯儲局將逐步退市，本港息口可能上調會否削弱港燈

的回報吸引力。霍建寧表示，公司上市前的市場調查顯示，大部分市場
人士均認為未來3年息口變化將不大，故認為港燈提供回報率仍屬吸引。
港燈由今日起至下周二（21日）公開發售，計劃發售44.27億個股份合
訂單位，發售價介乎5.45元至6.3元；集資額約介乎241億元至279億
元，另設15%超額售權，若行使集資額可增至最多321億元。每手買賣單
位為500個單位，入場費3,181.75元。該股預期22日定價，本月29日掛
牌。
按上市日期至今年底年度化分派預測為34.85億元計，年度分派回報率
將介乎6.26厘至7.237厘。

香港電燈(2638)招股資料
發售價 5.45元至6.3元
每手買賣單位 500個單位
集資額 279億元
入場費 3,181.75元
年度分派回報率 6.26厘至7.237厘
招股截止日 1月21日
上市日期 1月29日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子慢

《施政》金融落墨少 財金界關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

今年的《施政報告》於金融部分落
墨甚少，對QDII2（合格境內個人
投資者）是否擴大、人民幣兌換上
限是否提高，以及「前海概念」等

均隻字未提，令財金界人士普遍感到失
望。政府消息人士指，這是由於不少政
策需要與內地部門繼續商討，需要較長
時間才能達成共識，目前各項措施仍在
穩步推進。

基金互認料年內落實
政府消息人士昨日解釋稱，施政報告

主要是講「大方向政策」，涉及金融領
域的主要細則，將留待財政預算案時詳
盡提及。另外，不少政策需要與內地政
府部門協調，例如港人最關心的每日2萬
元人民幣上限是否提高，政府仍在與人
民銀行商討，目前暫無時間表。在
QDII2、QFII額度，以及兩地基金互認
等領域亦如是，「政府一直在商討、一
直在爭取」，相信今年內可將基金互認
落到實處。
去年成立的金發局運作亦是業界關注

的話題，但《施政報告》只提到寥寥數
語，稱「金發局已向政府提交首輪報
告，在多個方面分析金融業的機遇與挑
戰」，詳述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未
來發展定位及策略方向；並提出人民幣
業務、資產和財富管理、房地產投資信

託基金等方面的建議。政府會與金融監
管機構仔細研究和跟進建議，亦期望金
發局會繼續就如何推動香港金融業發展
諮詢業界，提出更多建議。

續發展人幣離岸業務
政府消息人士透露，金發局成立後，
業界提出相當多建議和意見，政府正在
研究和諮詢。由於擔心會「牽一髮而動
全身」，因此不會「照單全收」，需要
更多時間評估。
政府會繼續大力發展人民幣離岸業

務，同時推進資產管理中心、期貨中心
的建設；並鼓勵更多內地的再保險公司
來港拓展業務，包括發展國際市場的再
保險業務，以便分散其內地業務的風
險。
財金界人士對《施政報告》普遍表示

失望。澳洲會計師公會大中華區分會會
長任德煇回應本報查詢時表示，報告對
金融部分提的太少，目前業界正面對寫
字樓租金高企、人才流失等諸多挑戰，
原本以為報告會提及若干具體措施，例
如扶助中小企業等。此外金發局的運作
是否落到實處，亦是一大疑問，「希望
政府真的做到一些事，幫到我們」。不
過今年報告中首次提到東盟，令他感到
鼓舞，稱希望政府能有具體措施促進與
東盟的合作關係，為業界創造更多商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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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遠威）行
政長官梁振英未有在施政報告內兌現
競選承諾，撤銷強積金對沖機制，並
且隻字不提訂立標準工時，外界質疑
是受到商界施壓作出妥協。梁振英昨

在記者答問會上回應指，政府一直就逐步
減低對沖比例諮詢商界及勞工界，施政報
告內未有提及不等於不做，但要先就僱主
負擔及對其他業界人士的影響作周全考
慮，並強調政府不會在標準工時議題上
「走數」。

強積金對沖機制待跟進
梁振英表示，在競選政綱內確實有提及

對沖機制問題，上任後亦有持續聽取勞資
雙方的意見。不過由於相關方案及時間表
的差異會對僱主及僱員造成不同影響，同
時考慮到會影響其他業界人士，故必先作
周全考慮。勞工界亦未有留意許多政策制
定相關細節，政府會在未來就相關議題細
緻研究。
外界認為梁振英任內第二份施政報告有

進步但未盡力，工聯會榮譽會長陳婉嫻表
示，對施政報告隻字不提取消強積金對沖
和訂立標準工時感到失望。房委會主席兼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則對施政報告提
出的各項政策表示稱讚，指已列明相關政
策的負責政策局，方便日後跟進。他對梁
振英提出重建華富邨表示歡迎，建議必先
考慮好居民原區安置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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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恒和今招股 入場費3611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

倩）浙江調味品生產商老恒和
（2226）將於今日招股，每手
500股，入場費約3,611元。老恒
和董事會主席首席執行官陳衛忠
昨表示，集團承諾派息比率將維
持淨利率的20%至30%，以回報
新舊股東。期內負債比率高達
116.5%，他指高負債比率問題會
隨着產品的毛利增長有所下降。

收入按年增71.4%
老恒和近年收入大增，截至去

年8月底止，按年增加71.4%至
3.23億元（人民幣，下同）。集
團非執行董事張弼弘表示，隨着
內地居民消費能力提高，追求健
康天然的飲食，主營業務產品料
酒大受歡迎，去年毛利率為
58.7%。為保持毛利率持續增
長，公司計劃大力發展太油等高
附加值產品，以及調高特級、中
高級料酒的銷售佔比。
集 團 的 負 債 比 率 高 達

116.5%，張弼弘表示，高負債比
率是由於近年公司大量採購原材

料以擴大產能，相信隨着產品的
毛利增長，負債比率亦會隨之下
降。期內，存貨周轉天數及應收
付款天數大增，存貨周轉天數更
高達343天。他解釋指，集團的
A類客戶享較長的付款天數，與
一般收取現金的客戶不一致付款
天數有所增加。至於存貨周轉天
數的增加是由於醋製品的材料陳
年基酒需長時間囤積，公司為此
多作庫存準備。

米格首掛牌 每手賺千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楚

茵）食正內地開放單獨二胎政策
的內地高級童裝品牌米格
（1247）招股反應熱烈，超購達
1,125倍。不過昨首日掛牌表現
未算突出，開市報3.45元，雖較
招股價2.28元飆高逾51%，更曾
高見3.46元，隨後升幅收窄，收
市 報 2.81 元 ， 較 招 股 價 升
23.2%，成交額10.52億元，不計
手續費，每手賺1,060元。

產品提價10% 料賺超預期
反而另一超購只187倍的營養
補充劑零售商中生聯合（3332）
掛牌開市報2.78元，較招股價2
元升39%，其後雖收窄升幅，但
收市仍較招股價升33%至 2.66
元，總成交4.93億元。不計手續
費，每手賺1,320元，可見即使
超購王亦未必等於是升幅王。

米格首席執行官丁培基昨指，
因旗下品牌知名度提高，計劃將
產品定價提升10%。目前其產品
平均售價介乎80元至500元人民
幣，在華東地區較受歡迎，顧客
平均消費亦較高。扣除上市費用
後，丁氏透露今年仍有望超越盈
利預期的1.24億元人民幣。
中生聯合董事長桂平湖表示，

隨着內地經濟不斷增長，人民生
活水平提升及保健意識增強，有
利公司未來發展。集團未來定位
高級客戶產品，暫未有調整產品
價格計劃，現時集團已有2個主
要品牌，未有計劃增加新品牌。
以配售形式上創業板的東方匯

財證券（8001）昨掛牌股價開報
2.6元，曾高見3.2元，收報2.63
元，較配售價0.6元高出3.4倍，
不計手續費，每手4,000股賺約
8,120元。

電能股東可優先認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子慢）電能（0006）擁有不少「長情」股東，為

保障母公司股東權益，港燈（2638）的全球發售中，約12.1%股份合訂單位
將作為保證配額，供電能股東優先認購，涉資最多33.7億元。電能股東可
透過藍表eIPO於今日起申購港燈股份合訂單位。

配額12.1%股份單位
據銷售文件指，港燈今次將發行44.27億個股份合訂單位，其中國際配售

的5.34億個股份合訂單位，將作為保證配額留給電能股東，於總發行規模
中佔比12.1%。持有每4股電能股份的股東，可認購1個港燈股份合訂單
位，獲分比率為25%。港燈每手500股，涉資3,182元。
文件亦指，藍表已寄發至合資格電能股東於紀錄日期在電能股東名冊紀

錄的地址上。股東填妥藍表後，連同付款支票於今日至21日辦
公時間內投入收款銀行分行的收集箱內。另外，股東亦可上網
填寫藍表eIPO完成優先認購（見表）。如股東需補發藍表，應
聯絡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電話為28628555。

■陳衛忠指，高負債比率問題會
隨着產品的毛利增長有所下降。

陳楚倩攝

港燈公開發售收款銀行
滙豐銀行：香港總行、合和中心分行、旺角分行、尖沙咀分行、九龍城分

行、彌敦道238號分行、愉景新城分行。
中國銀行：中銀大廈分行、上環分行、柴灣分行、太古城分行、堪富利士

道分行、黃埔花園分行、東港城分行、黃大仙分行、宏冠道分
行、屯門市廣場分行。

星展銀行：鰂魚涌分行、統一中心分行、北角分行、軒尼詩道分行、彌敦
道分行、開源道分行、元朗分行、沙田廣場分行、荃灣分行、
馬鞍山分行。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子慢

■霍建寧(左二)指，國電的角色純屬基礎投資者，亦未有洽談將來合作。右
二為滙豐亞太區行政總裁王冬勝。 張偉民攝

藍表eIPO認購程序
1、港燈正式招股時，合資格股東會收到一張藍表；
2、登入www.eipo.com.hk，輸入實物藍表上印有的使用者編號和通行編號；
3、輸入有效電郵地址；
4、輸入申購股份數目；
5、在網上銀行或繳費靈，輸入申請編號完成付款。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子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