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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新股齊發共籌123億
恒發國際配售已超購5倍 獲韓台資青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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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楚茵）內地紙質卷煙
包裝商嘉耀控股（1626）昨公佈，發行7,500萬
股，90%國際配售，餘下股份作公開發售，自
今日起至本月20日招股，27日掛牌。招股價介
乎1至1.46元，集資最多1.095億元，按每手
2,000股連手續費計算，每手入場費2,949.3元。
公司去年純利為 4,366 萬元（人民幣，下

同），按年跌約8.5%，收入達4.96億元，較
2012年增長13%，整體毛利率按年增3.4個百分
點至31.9%。主營紙質卷煙包裝及社會產品紙
質包裝，前者分佔 2012 及 2013 年總收益的
93.8%及94.7%，後者則分佔6.2%及5.3%。

集資更新設備提升產能
集資所得的33.1%，將用於技術改進，現有
設備更新換代，22.7%用於採購及安裝新設備及
機械，擴大產品種類及提升產能，21.5%用於發
展宜昌生產基地二期的社會產品紙質包裝廠
房，8.3%用於提升設計及開發能力，5.4%用於
擴充銷售及營銷網絡，餘款作一般營運資金。
公司自2005年開展社會產品紙質包裝業務，

將卷煙包裝淡季多出的產能利用率來拓展該業
務，包括生產酒類、藥品、食品、禮盒及禮品
紙袋的紙質包裝。近年內地大力反貪腐，公司
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豐斌指，煙酒產品可分五
類，公司主攻中檔產品，亦不涉天價及貴價

酒。據公司招股文件顥示，其非獨家製造卷煙包裝卷煙客
戶包括好貓、嬌子等，社會產品主要客戶則以勁牌為主。

擬擴展非卷煙包裝業務
該公司未來續計劃設立及投入專責部門提升非卷煙包裝

業務市場份額，擴展社會產品紙質包裝業務，令產品更多
元化。但豐氏指，暫未有目標比例，社會產品紙質包裝業
務毛利雖只得15.4%，較卷煙包裝的32.8%低，其收益亦僅
佔總收益5.3%，未能發揮規模效應，但公司於市場有一定
定價權，隨着產能增加，相信毛利率會有所提升。公司亦
未公佈派息比率。

聯眾周四招股 集資9.4億 康達傳國際配售已足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謝孟謙）內
地污水處理商康達環保（6136）昨
日上市路演，銷售文件顯示，其擬
發售5億股新股；市場消息指，招股
價每股2至2.8元，每手1,000股，入
場費約為2,828.22元；集資最高約
14億元。另有消息指，其國際配售
已獲足額認購。麥格理資本證券與
工銀國際為該公司的上市保薦人。

去年賺2.3億人幣增18%
康達環保截至2013年底，錄得收

益 13.4 億 元 人 民 幣 ， 按 年 增
34.1%；淨利潤有2.32億元人民幣，
按年增17.9%；而新股發售後，公司
總股份數量為20億股。按此數據推
算，若2013年股東應佔利潤在今年
不變，其每股盈利為 0.12 元人民
幣，約為0.15港元。是故，按其最
高發售價2.8港元比較，其市盈率為

18.7倍。
康達環保於1996年在內地成立，

屬民營企業，主要從事污水處理。
其銷售文件聲稱，以2013年底為
止，與其他民營污水處理企業當
中，康達環保擁有最大的日均污水
處理量，而客戶主要為內地各地市
縣政府。管理層方面，趙雋賢為主
席兼執行董事，張為眾為行政總裁
兼執行董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子慢)今年首隻手遊股將
出閘，市場消息指，內地互聯網遊戲平台聯眾世界
(6899)擬於本周四(19日)起招股，下周二(24日)中午
截飛。公司擬發行1.96億股新股，其中10%作公開
發售；招股價介乎3.7至4.8元，集資最多9.41億港
元。每手1,000股，入場費約4,848.38港元。預計
7月2日上市。安排行為傑富瑞及中金。市傳，其
基礎投資者有People Okooo Media Technology，

將認購500萬美元股份。

首季多賺12倍 付費戶勁增
聯眾國際為內地網絡棋牌遊戲開發商，主打遊

戲產品有鬥地主、麻將等，主要透過售賣虛擬貨
幣和虛擬物品為主要收入來源。據招股文件顯
示，今年首季集團盈利2,155.2萬元(人民幣，下
同)，按年增長12.4倍；2013年盈利3,505.2萬
元，升19.7%。
至今年3月底公司自主開發電腦遊戲的每月付

費用戶人數為30.9萬戶，按年升49.6%；每戶月
均收入71.7元，增長26.7%；移動遊戲每月付費
用戶25.94萬戶(去年同期未開發此市場)，每戶月
均收入15.7元。
另外，據市場消息指，本地草本飲品、湯品及

龜苓膏零售商鴻福堂亦有意在本港上市，計劃集
資4至5億元。
據公司資料顯示，收益由2011年約4.8億元增
至2013年近6.5億元，複合年增長率為16%。經

營活動現金流入淨額穩健增長，由2011年約
2,700萬元升至2013年約5,900萬元。集團品牌
知名度高，在期內透過提價控制成本，使毛利率
於往績期內保持於約60%水平。

浩澤淨水今掛牌 暗盤升11%
至於今日上市的內地淨水服務供應商浩澤淨水

(2014)公布，每股招股價定於2.7元，屬招股價範
圍(2.25至2.7元)上限。公開發售錄近44倍超額
認購，而申請一手1,000股獲全數分配，集資淨
額10.63億元。
其於上市前夕，暗盤價造好，一手最多賺300
元。據輝立交易場資料顯示，浩澤淨水暗盤價開
市報3元，較招股價2.7元，升11.1%，之後曾一
度升至3.09元，升14.4%，收報3元，每手1,000
股，不計手續費，一手賺300元。
至於耀才新股交易中心，浩澤淨水暗盤最高見

3 元，較招股價升 11.1%，收報 2.99 元，升
10.74%，不計手續費，一手賺290元。

本周招股新股資料
公司名稱 招股價(元) 每手股數 集資額(元) 入場費(元) 招股時間 上市日期
都市麗人(2298) 3.27-4.42 1,000股 17.97億 4,464.55 6月16日至19日 6月26日
長港敦信實業(2229) 1.4 2,000股 3.24億 2,828.22 6月16日至19日 6月26日
恒發洋參(0911) 1.44-1.98 2,000股 9.9億 3,999.92 6月17日至20日 6月27日
億達中國(3639) 2.3-2.9 2,000股 16.8億 5,858.46 6月17日至20日 6月27日
珂萊蒂爾（3709） 3.05-4.51 1,000股 5.64億 4,555.46 6月17日至20日 6月27日
中國新城巿(1321) 2.12-2.92 1,000股 13.66億 2,949.43 6月17日至20日 6月27日
嘉耀控股(1626) 1-1.46 2,000股 1.09億 2,949.43 6月17日至20日 6月27日
彩生活(1778) 3.3-4.6 1,000股 11.5億 4,646.37 6月17日至20日 6月30日
聯眾國際(6899) 3.7-4.8 1,000股 9.41億 4,848.38 6月19日至24日 7月2日
金茂投資(6139) 5.35-5.65 500股 33.9億 2,853.48 6月19日至24日 7月2日

製表: 記者黃子慢

恒發洋參今日起至20日公開招股。該股擬發行
5億股新股，其中90%為國際配售，10%為

香港發售，招股價介乎1.44元至1.98元，最高集
資9.9億元，每手2,000股，入場費約為3,999.92
元。其計劃於本月27日上市，獨家保薦人為招銀
國際。

辜家基金康師傅擬入股
據承銷團消息透露，其國際配售部分已錄得超
購5倍，有興趣入股的機構投資者尚包括來自韓國
的投資基金、辜振甫家族基金及康師傅(0322)等。
公司料將集資淨額中的70%用於提高公司的購
買能力，擴大於種植參及野山參批發市場的市場
份額；17%作償還銀行貸款之用；3%用於宣傳及
推銷公司品牌、擴充零售業務；餘下10%為一般
營運資金。

業務續增長 將擴市佔率
有「洋參大王」之稱的主席楊永仁表示，公司
逾九成收益來自西洋參銷售業務，其中野生參的
批發價約每公斤3萬港元，種植參約每公斤900
元。他指，公司有長期的合作伙伴，議價能力
高，不擔憂外來競爭加入。他續指，預期公司未

來會持續高速增長，料集資後，市場佔有率會進
一步增大。
據招股書披露，公司今年度向股東分派純利的

50%作為股息，未來數年則分派不少於30%股息，
楊氏指，本希望明年派息維持50%，但由於有獨
立非執董建議將派息比率降低以保持財務彈性，
故需平衡其他股東意見，更笑言「派幾多息，心
中有數」。

無意設門市 研拓展海外
他補充，公司會積極研究拓展海外市場，計劃
先於美國、加拿大、星馬銷售洋參產品，暫不考
慮內地市場，主要因擔憂仿製品出現，影響品牌
形象；另有意擴充零售業務方面，現時佔收益比
例僅為0.5%，但他強調因本地租金成本高企，故
不考慮設立門市，主要會於百貨公司設有專櫃，
目前專櫃數量約有8至10個，未來或擴充業務至
化妝品、人參酒、人參精華素飲品等。
另外，公司估計今年全年資本開支達1,612.1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子慢、實習記者

陳家恩）新股市場大混戰，本周多達10隻

新股，一共向市場「抽水」123.11億元；

如連同下周接力的康達環保(6136)，本月暫

共籌資約136.54億元；其所覆蓋行業百花

齊放，當中較多為內房股分拆的子公司上市

集資，如方興地產(0817)分拆的金茂投資，

市傳集資達33.9億元，為10隻新股中之最；

另亦有本土公司加入戰場，老牌洋參批發商

恒發洋參(0911)籌9.9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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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發洋參主席楊永仁與廖恒發洋參主席楊永仁與廖
碧兒小姐合照碧兒小姐合照。。

本地洋參批發商恒發洋參為
了於10隻新股中突圍，昨日投
推請來藝人廖碧兒撐場。而有
「洋參大王」之稱的恒發主席

楊永仁亦不停地於記者會上力銷自己產品，指
「自己日日飲洋參，先至保養得咁好。」

上市編號揀「911」唔怕邪
很多 IPO 公司都講意頭，不過，「洋參大

王」楊永仁主動選了個極邪門的「911」為旗
下恒發洋參上市號碼，還要捐100萬元給公
益金才得到。眾所周知「911」是恐襲的代
號，不過，據講楊生好鍾意這個號碼，容
易記也。楊生似乎對「9」字也很鍾情，除公
司號碼有「9」字外，入場費是「3999.9」。

賣花旗參致富的楊永仁，誰曾料到他事業的
開始，是新移民做跑腿，14歲已開始打工，一
邊賣洋參，又做小販又做生意。他曾表示，19
歲時，已靠自己工作以及外快所賺的儲蓄，以
八至九成按揭與父母一起「上車」。他憶述，
在1983至84年間，在梨木樹和記新村買下第一
間屋，當時605呎，2房1廳。記得當時價錢為
逾23萬元，並於85年以約逾29萬元賣出，因
而亦令他悟出買樓賺錢之道。

5日極速摸售上水天巒成佳話
其後，隨着他的洋參生意越做越大，資本

增加，他在炒樓方面亦更進取，不時在報章見到有關
他掃貨的消息，其中在2010年更以5日時間極速摸售
新地上水天巒洋房，成為一時佳話。近年他更涉足內
地，買地興建物業，由炒家變身發展商，又是一個獅
子山下的故事。 ■記者 黃子慢

■左起：嘉耀控股行政總裁豐斌、主席楊詠安、財務總監
吳鴻偉。 張偉民 攝

■康達國際環保昨舉行上市路演，
圖為主席兼執行董事趙雋賢。

記者張偉民 攝

■聯眾國際主席楊慶。 張偉民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