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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復星國際(0656)上周完成對葡萄
牙保險公司的收購，將其逾百億歐元保險資產納入麾下。未來復
星的投資理念將會嵌入歐洲保險子公司，短期內後者投資策略中
將會增加全球房地產和股票的配置。
據路透社引述復星國際董事長郭廣昌表示，葡萄牙保險公司這個

平台有利集團未來擴展海外市場，更可直接以保險資金去投資，從
而降低其負債壓力。該收購公司共擁有130億歐元資產，主要為現金
及國債，其中一小部分資產可分配到房地產和股票市場。

持葡萄牙保險公司80%
集團於上周宣佈，收購80%葡萄牙儲蓄信貸銀行（Caixa Geral
de Depositos）旗下保險業務的股份在本月15日已進行，其代價約
10.38億歐元。該公司在葡萄牙的保險業市場約佔26%的份額，是
葡萄牙最大的保險公司。集團收購其控股權，希望雙方形成互補
效應，從而成為公司在投資版圖中重要一支力量。
郭廣昌表示，房地產投資是海外絕大多數金融公司的重要配置

資產。集團會為葡萄牙保險子公司規劃一個全新的投資計劃，希
望能改善其投資能力和投資回報，例如在房地產和股票等方面的
投資上能有更好的表現。
在內地房地產市場發展多年的復星集團，去年開始積極參與全

球房地產市場，投資7.25億美元收購紐約第一大通曼哈通廣場，
以及收購倫敦Lloyds Chambers兩幢寫字樓物業。上周復星並剛完
成對日本IDERA資產管理公司98%股權的收購。

復星藉新收購增房產投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梁悅琴)對於有調查指「五一黃金周」內地
訪港旅客下跌1.6%，富豪產業信託(1881) 資產管理執行董事趙
韋嘉昨表示，大圍數據不比去年差，而且短期的波動並不能代表
將來。他稱，由年初至今，旗下6間酒店的入住率均較去年好，其
中房價更意外出現增長。
他指出，集團並不擔心住房率，因為香港長遠旅遊業發展理
想，在未來經濟及基建等方面都有支撐作用。同時，本港新建酒
店都主要在非核心商業區，故未來不會為集團帶來衝擊。隨着內
地與香港政府協調，估計未來房價會穩步上升。

物色收購 首選香港
他又稱，一直有物色項目收購，首選在香港，但不會放棄內地

重點城市，而同系項目有首選權利，但亦要視乎收益而定。
他表示，集團由上市至今有3,800間至3,900間酒店房間，已完
成約七成翻新工程，未來2年至3年可完成餘下工程，集團每年平
均翻新300間至500間房間。

富豪產業：入住率較去年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卓建安）中國聯通（0762）4月上客數字
欠佳。根據昨日公布數據，集團4月淨增移動電話用戶89.5萬戶
至2.90588億戶，其淨增量較3月的401.6萬戶大幅減少77.7%；其
中淨增包括3G、4G用戶在內的移動寬帶用戶211萬戶至1.3441億
戶，其淨增量亦較3月的328.7萬戶大幅減少35.8%。
固網業務方面，4月聯通淨增固網寬帶用戶35.5萬戶至6,679.6

萬戶，其淨增量較3月的71.3萬戶大幅減少50.2%；本地電話用戶
則錄得淨減少47萬戶至8,731.9萬戶，其流失量較3月的33.3萬戶
大幅增加41.1%。

聯通上客量增長回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明曄）中國工商銀行指出，集團於周日
獲得最終批准，將在科威特開設分支機構。科威特在3月時表示將
允許外資銀行開設多個分支機構，以刺激經濟增長。外電引述分
析師表示，除非科威特政府加快長期推遲的基建項目，否則不太
可能出現多家銀行開設分行現象。
中國工商銀行去年獲得科威特央行和內閣批准，即將成為該行

繼多哈、阿布達比和迪拜之後，在阿拉伯海灣地區開設的第四家
分行。科威特國家新聞機構KUNA報道稱，中國工商銀行董事長
姜建清今年稍早表示，工行將成為中資企業與科威特之間的「紐
帶」，對科威特發展計劃中的投資機會表示歡迎。

工行獲准落戶科威特

華電驚天烏龍 每股5860元
62萬股成交36億 港交所今取消交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洪鏘）融創中國
（1918）早前提出擬收購綠城中國（3900），不
過在昨天的周年股東會，集團高層卻無回應有關

收購事宜。有小股東反映，集團至今仍未就收購
透露細節，難以評論，但相信短期內對集團盈利
及股價有影響。收購消息傳出後，融創股價節節
向下，昨收報3.85元，再跌0.259%。綠城中國則
升3.487%，收報8.31元。

孫宏斌缺席股東大會
在昨天股東大會上，融創主席孫宏斌沒有出席，

僅由執行總裁汪孟德、首席財務官黃書平等主持會
議，而會後汪、黃等人亦沒有回應傳媒提問。
有小股東就近日集團計劃收購綠城中國股權進

展提問，又問及其財務狀況是否足以支持收購，
惟汪氏無回應有關收購問題。汪氏在會上指，集

團現時乃初始發展階段，雖然負債逾六成屬偏高
水平，仍相較同類其他公司為好，集團不會借錢
派息，長遠看好派息比率會增加。
據小股東引述高層指，公司對內地樓市未來數

年前景仍然看好，現時公司資金主要用於買地等
措施，並看好內地中高檔住宅發展，相信隨着公
司規模越大，未來可以增加派息。小股東又認
為，集團至今仍未就收購透露細節，難以評論，
但相信短期內對集團盈利及股價有影響。
另外，有其他小股東對公司派息率感不滿，僅

約10%至20%，較其他不少公司派息率可達30%
至40%為少，希望未來可增加派息，又建議董事
局薪酬應與盈利掛鈎。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黃子慢)中國綠景地
產控股年初成功以9.4億元收購新澤(0095)
64.83%股權，成為新澤大股東，綠景於昨日
正式在聯交所「借殼」上市。新澤執行董事
葉興安表示，兩家公司的結合，可產生優勢
互補及資源整合的作用；又指尚未討論綠景
注資入新澤的問題。
他續指，新澤以江蘇省為主要發展地區，

未來肯定會加快新澤的銷售速度，今年將會
有10多億元貨值的項目落成，預期在年內的
業績反映。財務方面，葉氏指，新澤目前財
務穩健；若未來有大型的項目發展，亦可作
項目融資，但現時未有具體的方案落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康師傅（0322）
昨日公布截至2014年3月31日止第一季度業績，錄
得股東應佔溢利1.28億美元（約9.98億港元），同
比上升22.39%，每股基本盈利2.29美仙，不派息。
期內受惠部分主要原材料價格下跌，優化產品組合
及精進生產作業，令毛利率得以改善，上升1.11個
百分點至30.38%。
業績報告披露，方便麵業務期內營業額持續穩定
成長，同比上升4.07%至11.49億美元，佔營業額
41.33%。期內部分原材料價格上揚，加上集團透過
增潤產品的質與量令消費者受惠，令毛利率同比下
降 2.13 個百分點至 28.03%，毛利額同比下降
3.26%。但集團加強促銷費用管控，令該業務的股

東應佔溢利錄得1.03億美元，同比上升5.07%。

飲料業務利潤升308%
至於飲料業務，期內營業額達到15.54億美元，

較去年同期上升6.28%，佔總營業額55.88%；營業
額的升幅主要來自即飲茶及瓶裝水，分別上升
26.30%和 33.87%。期內主要原材料價格同比下
降，加上精進生產流程及產品組合，令毛利率上升
3.66個百分點達32.08%，同時改善營運及靈活的市
場策略奏效，令該業務的股東應佔利潤大幅上升
308.88%至3,938萬美元。
報告又披露，期內方便食品業務銷售額達到5,319

萬美元，較去年同期倒退7.29%，佔總營業額的1.91%。

綠景暫未討論注資新澤原料跌價 康師傅多賺22%

大市昨開高39點即掉頭下跌，一
度挫逾130點，主要受內地股

市下挫拖累，上證曾跌穿2,000點，
但尾市回穩，港股全日收報22,704.5
點，跌8點，成交僅得475億元，但
當中已包括華電36億元錯盤交易，
顯示大市買賣兩閒。

非自動對盤 未礙股價
華電昨日下午3時49分錄得一宗

62萬股的交易上板，每股作價5,860
元，涉資達36.33億元，最終確定為
錯盤交易， 但這使得該股一躍而成
為全日成交最高股份，但暫時未知涉
及哪家交易商。有證券經紀指，華電
的「烏龍價」足足較收市價4.38元溢
價1,337倍。
港交所指出，收市後接獲券商申
報，指券商錯誤申報相關交叉盤交

易。由於是非自動交易對盤，不會對
即時股價有影響，交易所將在今日開
市競價時段，取消有關成交，變動只
影響華電昨天全日成交額，港股總成
交亦會相應調整，華電昨日的最高、
最低價及收市價則不受影響。
被稱為「X」盤的非自動交易對盤，

是指交易雙方均為券商，在雙方同意交
易價後對盤，然後才向港交所報價。
藍籌股中，拆細後的騰訊(2988)表

現硬淨，升 1%，但雙倍印花稅
(DSD)獲微調的消息漸被市場消化，
本港地產股有回吐，長實(0001)結束
8連升，全日跌0.37%，恒地(0012)亦
結束5連升跌0.3%，九倉(0004)6連
升後回吐1.8%。
即月期指全日收報22,574點，低

水130點，國指收報9,915點，跌40
點跑輸恒指。市場傳出內地有關部門

將於世界盃舉行前發放互聯網彩票正
式牌照，彩票股被炒起，第一視頻
(0082)炒高逾兩成，華彩(1371)亦升
13.3%，御泰中彩(0555)升8.6%，連
升多日的眾彩(8156)再升7.8%。

瑞信唱好 資金追燃氣股
瑞信發表報告，指內地燃氣行業長期

供應發展正面，最看好中燃氣(0384)，
因為該股在東北地區業務發展理想，加
上中俄供氣合作完成後，將成為最受惠
股份之一，故將其目標價大升近88%至
15元，評級升至「跑贏大市」。中燃

氣逆市升6%至12.5元。其他燃氣股受
刺激，新奧(2688)升近4%，潤燃(1193)
升逾3%。
受內地「一行三會」最近聯合發布

「關於規範金融機構同業業務的通
知」，並提出的18條規範措施，中
資金融股普遍疲弱，建行(0939)跌
0.18%，招行(3968)跌0.7%。另外，
中旅(0308)主席於加入公司前涉犯嚴
重違紀違法問題，現正受查，該股全
日跌1.87%。上周五急挫逾6%的旺
旺(0151)，再遭野村唱淡，昨日再跌
1.25%報11.06元。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港股續乏方向，但平淡中爆出

驚天烏龍盤，華電國際(1071)昨錄得一宗62萬股的大手交

易，每股作價5,860元，涉資逾36億元，最後證實為錯盤交

易，港交所（0388）今日開市前將取消有關成交。敦沛證券副

總裁李偉傑認為，大市欠缺焦點，令大市難有表現，現投資者

只肯將資金投入炒落後股，料恒指暫難突破23,000點。
■恒生指數
昨 收 報
22,704.5
點，跌幅為
0.04％。

中通社

■融創小股東曾先生說，集團高層未透露收購細
節，難判斷收購的好壞。 蘇洪鏘 攝

融創小股東憂購綠城損股價

■責任編輯：馮雪婷 版面設計：歐鳳仙
http://www.wenweipo.com

2014年5月23日至6月16日，「傅蕾蕾的妙想世界」將假雅品藝社舉辦。在
她許許多多的作品裡，傅蕾蕾喜歡用各種想法、影像、記憶、顏色填滿整個畫
面，像小時候一樣，她執着地畫滿每一個方寸。為什麼要浪費那寶貴的畫面
呢？她這樣問。畫畫的過程本身就是一種極大的享受，她一直畫啊畫，全情投
入，不問時空，不知所止。對她來說，筆下穿梭的過程與其結果一樣重要。
追溯到最初的最初，蕾蕾的記憶中就充斥着情感與刺激。每當她睜開雙眼開
始新的一天，她都要重新觀察她的周遭，就好像一切都是新的一樣。她希望所
有人看到她作品的那一刻，好像她面對自己的每一天一樣：從一種感官的暈眩
開始，然後才進入生活。傅蕾蕾的畫以一種夢境對記憶重組的方式，來表達她
的經驗和思想。展現在您眼前的，是她思想的記錄，也是她人生的歷程。
雅品藝社邀請您與傅蕾蕾一起，跌進「兔子洞」裡，感受這個妙想的世界。

帝王綠翡翠 108顆翡翠朝珠

據了解，此朝珠乃慈禧太后最愛
後賜予光緒帝，光緒帝又轉增

珍妃，為珍妃之愛。朝珠共 108
顆，重342.3g ，呈圓珠狀，帝王綠色澤圓渾，大小幾乎
一致，高冰玻璃種特徵明顯，其中最大顆直徑可達1.2厘
米，規格超傳說中的七珍八寶。108顆為陽數極大值九及
陰數極大值十二之倍數，寄寓陰陽協調、天地合一。按滿
清貴族禮制，朝珠級別中屬帝王綠翡翠最名貴。
中國科學院寶玉石研究專家王春雲博士介紹，翡翠染色

造假的歷史很悠久，自上世紀70年代在緬甸和泰緬邊境
地區出現時，國際珠寶世界為之嘩然。但隨着對翡翠鑒別
方法的深入研究，目前國際通用的翡翠鑒定方法主要是通
過放大鏡觀察翡翠表面結構和色系分佈特徵來對翡翠進行
鑒定。觀察翡翠表面是否存在未經處理的蒼蠅翅、翠性，
是否存在與酸蝕網紋有關的橘皮紋、充膠裂隙，「沙

眼」、「沙坑」
或「充膠凹坑」
等是最直觀的方
法。而對於顏色的
鑒定，看是否有色根，
是否有過渡色，是否正
裝。「沒有色根，顏色
漂浮，發呆，不正，這些都是處理翡翠的顏色特徵。」

王春雲：消費者選購翡翠要認口碑和鑒定證書
王春雲告訴記者，通過放大鏡觀察，必須是受過高度專

業訓練的寶石學家才能勝任，這些專業知識是普通消費者
很難掌握的。王春雲不建議消費者自己去鑒定翡翠的真
假，而是建議消費者最好到口碑好的寶玉石店購買翡翠飾
品，同時一定要拿回由權威鑒定機構出具的鑒定證書。
此次三希堂國際香港春拍展出的108顆晚期老坑玻璃種帝

王綠朝珠將會給香江的收藏家和翡翠愛好者帶來一抹清綠。

香港賽馬會支持出版的《駿步人生》雙月刊，旨
在透過報道社會上的善行美事，以至介紹有助解決問
題的方法和渠道，為香港社會注入正能量。最新一期
已於2014年5月9日出版。
今期《駿步人生》封面人物找來陳智思，分享他

如何透過繪畫創作，領略須跳出框框，才可為中區
警署建築群這類活化項目找到新點子，他並於訪問
內道出藝術修為帶給他「Think out of the box」的
創意，亦予他一個與眾不同的背景，讓他有機會接
觸不同工作。
「專題報道」以專上教育為主題，訪問不同年代

的大專生包括：鄧藹霖、蔡子強及陳易希，細訴昔日
的校園生活。報道並簡介馬會如何透過捐助興建校舍
及獎學金等培育社會棟樑。「城市點擊」欄目透過真

實個案，探究機構把剩
食化作熱餐，如何為基
層家庭送暖，並帶出馬
會捐助食物回收機構，
協助開展食物回收及熱食計劃。
而「集體情緣」欄目以舊照片及藝人張繼聰的分

享，勾起大眾對修頓場館的集體回憶，共同回味這個
由馬會撥款重建、陪伴港人逾半世紀的籃球聖地。
「美藝星評」環節有自由身戲劇及傳媒工作者魏綺珊
分享香港藝術節的觀後感。
《駿步人生》各欄目藉着人物訪問、專題報道、

真實個案、舊日照片、創意對談等，發掘社會上的好
人好事，同時加深公眾對馬會在各個範疇公益工作的
了解。

■鞦韆

「傅蕾蕾的妙想世界」將假雅品藝社舉辦

馬會刊物《駿步人生》最新一期現已出版
為社會注入正能量

■《駿步人生》雙月刊最新一期
經已出版，透過報道社會上的善
行美事，續為香港注入正能量。 春拍預覽：

清晚期老坑玻璃種帝王綠108朝珠
將現香江
108顆清晚期老坑玻璃種帝王綠朝珠將亮相三希堂國際於

2014年6月9日舉行的香港春拍會現場。相傳此108顆翡翠

朝珠為慈禧太后眾多翡翠飾品中最珍愛的一件，由光緒帝書

法侍教彭述之子、海上大收藏家彭水若收藏。

■香港文匯報記者 金月展

■清晚期老坑玻璃種
帝王綠108朝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