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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黃子慢)本港首隻
由A股分拆的H股暢捷通(1588)由下周一
(16日)至本月19日公開招股。公司擬發
5,500萬股H股，其中90%為國際配售，
10%為本港公開發售，招股價介乎11.99元
至17.15元，最高集資9.43億元；每手200
股，入場費約3,464.57元。該股計劃本月
26日掛牌上市；國泰君安為獨家保薦人。
市傳，國際配售已足額認購。

與母企已簽不競爭承諾
公司為小微企業軟件及服務供應商，董
事長兼執行董事王文京表示，公司與母企
業務不同，並已簽署不競爭承諾；而母公
司暫未有注資入暢捷通的計劃。
國泰君安副行政總裁及執行董事王冬青

則提到，該股是首隻自A股分拆H股上市
的公司，獲各部門批准，反映趨勢已經形
成，今次定價市盈率介乎15至23倍之間。
公司計劃將集資所得的款項淨額中約

34%用於T+系統軟件產品的研發及市場投
入；22.7%作雲平台及創新應用產品的研
發投入之用；23.3%用於支持雲服務的推
廣運營；10%用於收購及10%用作一般營
運資金。

可續享增值稅退稅優惠
高級副總裁兼財務總監鄒丹指，公司去

年其他收入中包括增值稅退稅及委託貸款利息，該退
稅是由於公司屬國家認可的高新技術企業，已享受優
惠多年，相信未來仍擁有；而公司已決定今年不再向
母公司作委託貸款，故今年將不再產生相關收益。
公司料，今年資本開支為6,640萬元人民幣。
另外，外電引述消息指，天合化工(1619)擬以招股

價近下限1.8元定價，集資50.7億元，將於本月20
日，即下五掛牌，其招股價範圍是1.75至2.25元。
天合化工周四截止公開發售，消息稱，未獲足額認
購。

綠色動力傳超購逾50倍
至於將於下周四掛牌的瀚華金控(3903)，市傳招股

價擬以近中間的約1.6元附近定價，該公司配售已錄
得超額認購；而昨截止公開發售的綠色動力(1330)，
消息指，超購倍數會有逾50倍，要回撥40%，招股
價傾向高於中間價3.45元定價。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黃子慢)阿里效應，科網股
赴美上市情況持續。據《新浪財經》報道，迅雷
計劃到美國納斯達克市場上市，並已向美國證券
交易委員會(SEC)提交首次公開發行招股書的更新
文件。而金山軟件(3888)持有其股份約12.2%。
迅雷計劃發行731.5萬股美國存託股票(ADS)，

每股ADS相當於5股普通股，每股ADS發行價區
間擬定於9美元至11美元，預期集資額最多9,250
萬美元，股份代碼為XNET。小米風投現時為為
迅雷最大股東，持股量達27.2%。摩根大通、花旗
等投行將擔任承銷商。據悉，迅雷本月25日正式
納斯達克掛牌。
金山軟件昨收報23.75港元，跌1.04%。

亨鑫在星轉第二上市獲准
另外，亨鑫科技(1085)昨日上午開始停牌，待刊

發有關內幕消息的公佈，內容關於公司獲取新交
所原則上批准建議，將其於新交所主板之上市地
位由第一上市轉為第二上市，但維持其於聯交所
之第一上市。亨鑫科技停牌前報1.22港元。
至於上月申請轉往主板上市的長虹佳華(8016)公
布，接獲聯交所函件，指上市委員會決定駁回其
轉主板申請，決定乃基於公司並無達成主板上市
規則第9A.02(2)條項下之規定而作出。
董事會現正徵求有關可能覆核該項決定的法律

及財務意見，尚未決定是否要求上市(覆核)委員會
覆核該項決定，並相信，該項決定並不會對公司
的現有業務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不利影響。
長虹佳華昨收報13港元，升2.36%。

■暢捷通下周一起招股。圖中為董事長兼執行董
事王文京。 張偉民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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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熊未完 港股料續乾升

梁錦松：阿里棄港上市令人失望

公告指，供股所得款項淨額估計約為77.84 億元，
香港電訊信託與香港電訊擬使用供股所得款項淨

額償還香港電訊集團的現有債務，包括但不限於償還若
干商業銀行信貸。如若截至供股完成為止並無配發及發
行新股份，則將發行的供股股份相當於已發行股份約
18.0%，及因應供股股份配發及發行而擴大已發行股份
合訂單位約15.3%。

供股規模不大 料影響股價微
香港電訊昨日收報8.25元下跌4.29%。電盈則收報
4.22元下跌0.71%。分析員指出，由於今次的供股規模
不算大，對股價影響不大，短期料續橫行。但公司在業
務發展上有一定資金需求，在今次供股後，不排除香港
電訊仍會以發債等形式繼續集資。
公告又提醒散戶，須不遲於6 月20 日（星期五）下

午4 時30 分前，將股份合訂單位過戶文件送交股份合
訂單位登記處︰6 月23 日（星期一）至2014 年6 月
27 日（星期五）期間（包括首尾兩日），將暫停辦理
過戶登記手續，以確定參與供股資格，其間將不會登記
股份合訂單位過戶。

購CSL時已表明有融資需要
大股東是否會參與供股及包銷，是市場最關注的焦
點。公告指，電訊盈科（0008）承諾悉數認購7.28億供
股股份的暫定配額，以認購價為6.84 元計，涉及資金
49.8億元。此外，聯席包銷商還包括花旗集團、德意志
銀行、高盛、匯豐、摩根士丹利及渣打，它們將包銷

4.27億個供股股份，以此計算涉及資金29.20億元。
由於政府將在2016年收回1/3的3G頻譜，「小超

人」李澤楷於去年12月底施展併購財技，通過香港電
訊以188.67億元代價，全面收購其2001年賣出的CSL
New World Mobility Limited（「CSL」），重奪本港
電訊市場「一哥」寶座。公司當時曾宣布，可能需要進
行債務融資或股本融資。董事總經理艾維朗也曾透露，
公司需舉債194.5億元支付收購。

匯豐：總負債料升至465億
據公司2013年年報披露，截止去年12月31日，香港
電訊的債務總額為246.26億元，同比僅有輕微增長。但
外界普遍認為該數據未有包括收購因素帶來的影響。匯

豐證券發表研究報告估計，香港電訊收購CSL後的負債
總額將攀升至465億元，淨負債比率高達128%。摩通
也預料，香港電訊的淨負債對EBITDA率將由2.8倍升
至4倍。分析員預期，在今次供股後，不排除香港電訊
仍會以發債等形式繼續集資。

瑞信看好前景上調每股盈測
外資大行普遍對香港電訊前景持正面看法。最樂觀的
是瑞信，料收購後的協同效應可為公司自2016年起節
省開支高達每年9億元，及可節省於3G頻譜方面的成
本約30億元，整體認為交易可締造價值達61億元。該
行上調2014至2016年每股盈測1.5%至2.6%，評級為
「中性」，目標價由8.9元升至9.35元。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涂若奔）香港電訊

（6823）昨宣布供股集資約79 億元。按每

100個現有股份獲發18個供股股份的基準進

行，認購價為6.84元，較該股昨收市價折讓

17.09%，總共發行11.55億個供股股份。以此

計算，散戶每手（1000股）供1,231.2元。而

持 有 香 港 電 訊 63.07% 權 益 的 電 訊 盈 科

（0008），承諾悉數認購7.28億供股股份的

暫定配額。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世界盃開鑼，加上外圍表
現不濟，港股昨日低開，但午後在內地經濟數據理想、A
股回升帶動下，恒指愈升愈有，最多曾升223點，恒指全
日收報23,319點，升144點，升至今年初以來的高位。成
交略增至511億元，全周計，成交雖仍低企，恒指仍升368
點或1.6%。
友達資產管理董事熊麗萍表示，美股連跌兩日，但無礙港

股升勢，全日有20隻熊證被回收，但由於目前23,600點前
都是熊證重貨區，相信後市可望突破今年高位23,469點。

內地數據提振內銀領漲
國指昨收10,516點，升85點，國指全周升1.7%。藍籌
股普遍向好，內地樂觀數據推動內銀股領漲，建行(0939)升
1.2%，工行(1398)及農行(1288)亦分別升1.85%及1%。伊拉
克局勢動盪，刺激油價上升，石油股中海油(0883)升
1.9%，中石化(0386)升1.78%，中石油(0857)亦升0.42%，
昆侖(0135)升1.57%。
A股回升，並終於攻陷2,060點大關，A50中國(2823)、

南方A50(2822)也齊升2%，成交高達10多億元。

大行劈目標價 蒙牛捱沽
招商局(0144)走勢亮麗，雖然公開發售強制可換股證券

(MCS)未獲足額認購，但該股仍被穆迪上調評級展望，股
價大升5.2%至24.15元，是全日表現最好的藍籌。蒙牛
(2319)被麥格理大削目標價三成，昨日再挫2.7%報35.5
元。

「股神」效應 新能源股俏
「股神」巴菲特斥150億美元投資再生能源項目，新能源
股有追捧，興業太陽能(0750)及卡姆丹克(0712)各升逾8%及
6%，信義光能(0968)與保利協鑫(3800)升幅介乎3至4%。
個別股份方面，香港電訊(6823)擬折讓兩成供股籌79億

元，拖累股價跌4.3%至8.25元。資金繼續炒作滬港通折讓
股，東江環保(0895)走勢最佳，收報25.4元，升6.5%。濰
柴動力(2338)宣布取得德國工業叉車上市公司的控制權，復
牌後急漲近7%。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陳家恩）香港銀
行公會主席和廣北昨在例會後表示，近期人民
幣再大幅度貶值的機會不大，因為內地經濟未
來仍會維持增長。對於人民幣近一星期漸趨升
值，和廣北認為，這是因為內地上月貿易順差
擴張，出口統計數據有大幅度的增長，而入口
增長較緩慢。
和廣北相信，今年6月不會重現內地銀行去

年6月「錢荒」的情況，因為去年底和今年3月
份均無出現此狀。他估計內地銀行同業已逐步
掌握市場規律，但利率仍有機會在每季度或半
年結算期，受短期流動性影響而有輕微波動，
因為部分銀行期間要保留備用資金。

香港文匯報訊 網絡巨企阿里巴巴最快7月底在美
招股，集資或高達200億美元（約1,550億港元），
南豐集團行政總裁、黑石集團大中華區前主席梁錦松
昨指，對阿里巴巴未能在港上市感到非常失望。他認
為，本港是一個有創意的地方，應該可以容納企業以
合夥人制度上市，因現時資訊發達，只要有足夠披
露，相信可以保障小股東權益。

港應創新並可容納合夥人制
他指，有不少企業希望透過不同股權結構的方式
營運，本港市場應該更創新。他相信，本港應該可以
容納企業以合夥人制度上市。
梁錦松又表示看好新科技股、健康保險股、及改
革概念股，但指出有很多行業有產能過剩的問題，因
此要留意政策風險。他不看好一些受新科技企業影響
的行業，例如是零售業，因為電子商貿會影響零售業
的發展。他指出，新科技未來將會提供很多機會，但
亦會令就業職位數量萎縮，香港只有創新及科技局並
不足夠，各界應該合作，政府亦應放寬監管限制。

阿里擬交文件披露零售數據
另外，據外電引述知情人士透露，阿里正在準備

一份新的監管文件，提供旗下一些業務的經營指標。
阿里也將公布28名合夥人的名單，這些合夥人有權
提名公司董事會成員。新文件最早可能在美國時間本
周五提交，但更可能是下周。
知情人士稱，新的文件將顯示包括淘寶、天貓和
聚劃算在內的阿里中國零售業務的商品成交總額。知
情人士說，阿里和銀行家們認為這些細節將消除投資
者的相關擔心，即該公司在首次申請文件中沒有提供
足夠的信息以供投資者對上述業務未來增長前景作出
明智的預期。
報道說，阿里及負責其上市事宜的投資銀行是在
對投資者的一些抱怨作出回應。這些投資者認為，公
司的初步IPO文件太模糊，沒有向他們提供足夠的
信息來對公司作出評估。

料有大型投資公司大舉入貨
知情人士稱，負責阿里巴巴IPO的銀行家們希

望，來自大型基金公司的需求至少相當於該公司股票
發行規模的四到五倍，以確保該公司股票上市交易後
有旺盛的需求來提振股價。預計一些大型投資公司將
考慮買入高達10億美元的股票，這將讓阿里股票成
為一些投資公司的最大持股之一。

■和廣北相
信，內地不
會重現銀行
去 年 6 月
「錢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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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昨曾升223點，收升144點，成交略增至
511億元。全周計，恒指升368點或1.6%。

中通社

■■電訊盈科承諾悉數認電訊盈科承諾悉數認
購香港電訊供股股份購香港電訊供股股份。。

���

���

���

��

� �� �� � � � � ��� �

:�8/������

����	����

��	�����
������

��	���
������

������
������	�����


香港電訊供股籌79億還債
100供18 折讓17% 電盈承諾悉數認購涉49.8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