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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緊假過境
濠賭股全線挫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A股
受IPO重啟影響，滬指跌近1%，拖累
港股在聯儲局議息會議前夕下跌，恒
指全日跌97點，報23,203點，成交
495 億元。多隻重磅股回吐，友邦
(1299)跌1.4%、騰訊(0700)跌0.9%、匯
控(0005)跌0.4%，濠賭股也續尋底。但
分析員稱，大市在10天線(23,190點)獲
較強支持，相信後市繼續窄幅徘徊。
國指跌55點至10,466點，即月期指
報23,156點，跌62點，低水大為收窄
至47點。京華山一研究部主管彭偉新
表示，人行的「定向降準」範圍沒有
擴大，令股市無炒上藉口，港股也跟
隨A股走弱，他認為目前恒指不斷上
落橫行，可能日久必失，建議投資者
目前別加注碼。

私化失敗 新中復牌瀉17%
技術上，10天線防守力頗強，但若

10天線跌穿20天線，將被視為強烈的
利淡信號，至於聯儲局議息會議及中
東局勢也會成為市場波動的借口。
澳門將於7月起縮短中國護照旅客自

逗留澳門的時間，令濠賭股進一步下
行。私有化議案意外遭否決的新世界

中國(0917)昨日復牌，股價即跌回消息公布前水
平，收報5.3元，急瀉17%，成交達2億元。新世
界(0017)則隨地產股回落，收跌1.1%。

大折讓H股 熱炒後回吐
個股表現方面，中國富強金融(0290)炒作券商

賣盤概念，升逾13%；公布收購巴黎5星級酒店
的開源(1215)，復牌曾爆升一倍，收市仍升逾
61.86%；宏安(1222)獲其主席提出全面收購，股
價飆升逾兩成。
不過，近日炒作大折讓的H股，昨日卻見回

吐，東北電氣(0042)挫一成、浙江世寶(1057)挫
8.3%，山東墨龍(0568)跌 8.5%，洛玻(1108)跌
7%。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澳門治安警察
局昨宣布，為避免持中國護照旅客假借過境實為
逗留澳門，而根本沒有前往目的地的情況，由今
年7月1日起，再次調整有關規管措施，對於持中
國護照過境澳門的旅客，首次入境時給予的逗留
許可，將由7天縮短至5天。
澳門治安警察局宣布，若違反過境規定沒有前

往目的地，而且於60天（現為30天）內第二次入
境，獲給予的逗留許可則會由2天縮短至1天；若
再違反過境規定，且於60天內第3次入境，將會
被拒絕入境，並於60天以後方允許再入境，而獲
給予的逗留許可則按上述規定重新計算。在此之
前，澳門當局曾於2008年8月1日作出調整，將
當時首次入境給予的逗留期，由14天減至7天，
而第2次入境的逗留期則由7天減至2天，並在30
天以後方允許再次入境。

憂內地客減影響賭場生意
市場擔憂新措施打擊內地客入境澳門的意願，

令賭場生意受到影響。濠賭股昨日全線下挫（見
表），新濠國際發展（0200）跌幅最勁，大跌
4.17%元收報 21.65 元。永利澳門（1128）跌
2.44%收報28.05元。藍籌股金沙中國（1928）收
報53.1元跌1.39%。銀河娛樂（0027）跌1.13%
收報56.75元。龍頭澳博（0880）跌0.93%收報
19.1元。

投行：新措施料衝擊不大
不過，有財金界人士認為新措施影響輕微。彭

博引述投資銀行Union Gaming Group的分析師
Grant Govertsen表示，新政策不會對賭場營收造
成重大衝擊，因為多數高價值賭客通常每年去澳
門的次數約為四次，且多數遊客在澳門只停留1
到2天。
雖然如此，新一屆中央政府大力打擊貪腐，已

針對賭客推出不少限制措施。澳博控股行政總裁
蘇樹輝本月初表示，澳門金管局計劃進一步限制
中國銀聯卡在賭場內的使用，以封堵資金流入當
地。實德環球副主席馬浩文接受彭博採訪時也
稱，已經接到監管部門口頭通知，估計限制使用
銀聯卡將收緊VIP的流動性。

濠賭股昨全線下挫
股號 名稱 昨收(元) 變幅(%)
0487 實德環球 0.30 -4.76
0200 新濠國際 21.65 -4.17
1680 澳門勵駿 5.30 -3.11
6883 新濠博亞 83.00 -2.70
1128 永利澳門 28.05 -2.44
2282 美高梅中國 24.00 -1.44
1928 金沙中國 53.10 -1.39
0027 銀河娛樂 56.75 -1.13
0296 英皇娛樂 2.95 -1.01
0880 澳博控股 19.10 -0.93

根據有關資料，上次中信泰富引入的15家機構投資
者所涉及的認購金額達395億元，加上此次10家

機構投資者認購的53.48億元，合共認購額已達488.48
億元，距離中信泰富所需籌措的499.83億元人民幣（約
631億港元）還有142.52億元的差距。不過，中信泰富
表示，目前該公司還正與1家投資者正就認購該公司股
份履行必要的審批程序。

認購價每股13.48元溢價1.7%
中信泰富表示，此次機構投資者的認購價亦與上次一
樣為每股13.48元，認購的金額將用於支付收購母公司
中信股份。
以中信泰富昨收報13.26元計，是次新10家機構投資
者的入股價有1.66%的溢價。中信泰富昨收升0.15%，
成交額約7,550萬元。

公眾持股量進一步增至19%
中信泰富表示，上月14日公布的與15家戰略投資者

簽訂股份認購協議，已令收購完成後公司的公眾持股量
超過15%，滿足了港交所（0388）批准的最低公眾持股
量的規定，而此次再引入10家機構投資者，令公眾持
股量進一步增至19%。
中信泰富主席常振明表示，在本月3日公司舉行的股

東特別大會上，獨立股東們以高票通過了有關收購的決
議案，公司將爭取盡快獲得監管部門的批准，完成有關
交易。中信泰富本月3日通過以2,269.96億元人民幣收
購中信股份全部股權，並改名為「中國中信」。

大冶特鋼逾11億建新項目
另外，中信泰富昨還公布旗下大冶特鋼以11.05 億元
人民幣，建設優質特殊合金鋼棒材生產線項目，資金來
源主要依靠自有資金解決。公告稱，該項目系改造公司
部分傳統軋鋼生產線，建成一條優質特殊合金鋼中棒材

生產線，設計年產90萬噸圓鋼，規格∅50～130mm，
主要品種有軸承鋼、汽車用鋼、合結鋼、不銹鋼、鍋爐
船舶及軍工用鋼等，所生產的產品可以覆蓋高端用戶對
中型棒材不同規格系列產品的訂貨要求。

預計項目建設期為 2年，達產期為 2年，第一年達產
率為80%，第二年達產率為100%。預計投產時間為
2016 年，達產時間為2018年。項目投資財務內部收益
率(稅後)為18.1%，投資回收期(稅後)7.2 年(含建設期)。

中信泰富獲騰訊周大福入股
10大戶認購逾53億元股份 另1家正審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卓建安）中信泰富

（0267）繼上月14日宣布引入15家戰略投資

者後，昨日再宣布與10家機構投資者簽訂股

份認購協議，所涉及的認購金額合共53.48億

元（港元，下同），其中包括騰訊（0700）

附屬公司Mount Emei Investment和鄭裕彤旗

下周大福代理人有限公司分別認購的5,000萬

美元（3.88億港元）。

永隆：美最快後年才加息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 黃子慢)新股市
場迫爆，10隻新股今日同期招股，投資
者花多眼亂，有券商指，昨天有9隻新股
有孖展認購，當中只有暢捷通(1588)、都
市麗人(2298)及恒發洋參(0911)有較明顯
的孖展「落飛」，其餘6隻孖展認購甚少

或是食「白果」。
另外，聯眾國際(6899)於今日起加入戰

場，最多集資9.41億元。

聯眾傳國際配售已超額
聯眾國際擬發行1.96億股，其中90%

為國際配售股份，10%為香港發售股
份；招股價介乎3.7至 4.8元，以每手
1,000股計算，入場費為4,848.38元。公
司料於本月30日掛牌上市。富瑞金融為
獨家保薦人。市傳，其國際配售已錄得
超額認購。
以發售價中位數每股4.25元計算，所

得款項淨額估計約為7.6億元，約30%用
於優化及擴大公司網絡遊戲組合；約
20%預期用於購買遊戲的知識產權及分
銷許可權；約25%預期用於通過舉辦線
上及線下綜合棋牌遊戲錦標賽以及增加
其他廣告與促銷活動；約15%預期用於
投資於或收購專注於移動遊戲的獨立遊
戲開發商；其餘10%用於補充公司的營
運資本及其他一般企業目的。

珂萊蒂爾入場費4555元
至於內地高級女裝企業珂萊蒂爾(3709)

亦於昨日起公開招股，全球發售股份
1.25億股，公開發售佔比為10%。招股
價範圍為每股 3.05元至 4.51 元，每手
1,000股，入場費4,555.47元；最多集資
5.64億元。預期於本月27日掛牌，海通
國際和CIMB為聯席保薦人。
公司擬將集資額中約50%用於開設新

直營零售店，計劃下半年開設37間直營
零售店，明年開設75間直營零售店；另
外20%集資額用於開發新品牌，包括La
Koradior 及 Koradiorelsewhere 品 牌 ；
10%發展電子商貿業務；餘下10%用作
Koradior品牌推廣及市場行銷。

泛亞環境已超購400倍
另有消息指，泛亞環境(6128)市傳公開

發售初步有約400倍超額認購，而配售方
面傳有少於10倍超購，該公司將於本月
25日掛牌，保薦人為廣發香港。而彩生
活(1778)市傳國際配售已超額認購。
外電引述消息指，中州證券(1375)將以

每股2.51元定價，即招股價範圍2.51元
至 3.14元的下限。按是次招股發行的
5.981億股H股計算，集資額約15.01億
元。中州證券將於下周三(25日)掛牌。建
銀國際為獨家保薦人及全球協調人。

浩澤淨水每手賺290元
昨日上市的浩澤淨水(2014)首日掛牌，股

價開報2.95元，最高見3.06元，低位為2.81
元，收報2.99元，較上市價2.7元，高近
10.74%；成交2.21億股，涉及金額6.53億
元。不計手續費，每手1,000股賺290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玲傑 合肥報道）記者從馬鞍山鋼
鐵(0323)了解到，該公司斥資1,300萬歐元(約1.36億港元)收購
法 國 瓦 頓 公 司 的 交 易 已 於 5 月 29 日 獲 得 法 國
VALENCIENNES商事法院的批准裁定。瓦頓公司在高鐵車
輪的研發和生產經驗和品牌形象，以及在海外擁有的廣泛而
成熟的銷售渠道，將使馬鋼較快獲得高鐵車輪技術，收購法
國瓦頓對馬鋼在拓展國際化銷售渠道，提升自身品牌形象方
面具備重要戰略意義。

助拓國際化銷售渠道
據了解，瓦頓公司的主營業務為設計、製造及銷售應用於

鐵路運輸、城市交通等領域的工業產品及附屬機械，主要產
品為車輪、車軸及輪對系統等，並在敦刻爾克和瓦朗西亞有
兩個主要的生產基地。瓦頓公司起源於上世紀80年代鋼鐵產
業的兩家知名企業的合併。由於行業周期下行等因素，瓦頓
公司於2013年10月11日開始進入破產保護程序，並於2014
年3月31日轉為破產重整程序。根據馬鋼公司的公告，今年5
月份，經董事會審議批准以資產收購方式收購瓦頓公司。
通過此次收購，馬鋼將獲得瓦頓公司全部資產，包括不動

產、有形資產、無形資產以及瓦頓公司全部的庫存及在製
品，瓦頓公司的租賃合同、與客戶訂立的合同、各類型供應
商的合同、維護合同等，並且馬鋼公司將接收其所有員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謝孟謙）永隆司庫蕭啟
洪昨表示，美國最快要到2016年方始加息，美國
就業數據表面上理想，但其基本情況未見明朗，
勞動參與率仍然不足，薪金水平有待改善，故此
他形容美經濟轉好徵兆似有還無。
美聯儲局將於今天結束其「公開市場委員會
（FOMC）」會議。蕭啟洪指參考過該會議議
程，認為會議結果將無甚驚喜，而現時通脹威脅

有限，難促成聯儲局在期內對息口有顯著調整。

聯儲局料續減少買債退市
他指出，雖然美聯儲加息時機或較市場預期

遲，不過局方理應繼續減少買債退市。現時美聯
儲持有過多的銀行儲備，收縮買債規模，可減低
銀行投放到聯儲局作儲備的資金，避免日後過多
資金突然流出銀行體系，造成嚴重通脹之虞，故
此減少買債如「拆炸彈」。
另外，美國由二戰結束的1945年到1960年出

現的嬰兒潮，造就了從2003年到2007年年齡約
45-47歲的龐大消費人口。不過，當中消費層現
年正踏入退休年期，偏好積蓄而減少消費，消費
放緩令美國復甦始終困難。
蕭啟洪預料，美國的10年期國庫券利率年底前

難上3厘。他指出現時美國債務頗高，整體債務
約佔GDP逾200%，當中佔比最重為國庫券，加
上企業債券從2012年至今額度不斷上升。是故認
為現時債務水平高，對美國經濟表現無實質幫
助。

中信泰富引入10家機構投資者

製表：記者 卓建安

機構投資者 認購金額
泛海建設國際有限公司 1億美元
East Crimson Holdings 6,000萬美元
Mount Emei Investment 5,000萬美元
(騰訊附屬公司)
周大福代理人有限公司 5,000萬美元
奧氏資本管理集團公司 5,000萬美元
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 5,000萬美元

機構投資者 認購金額
雅戈爾(香港)實業有限公司 7.75億港元
Baylite Company 7.75億港元
(Kuok Singapore的附屬公司)
Trendfield(Kuok Brothers Sdn 7.75億港元
Berhad的附屬公司)
中化香港(集團)有限公司 2.33億港元

■中信泰富已先後引入25家機構投資者，合共
認購額已達488.48億元。

■騰訊附屬公司Mount Emei Investment認購中信泰富股份
涉3.88億港元。

■周大福認購中信泰富股份涉3.88億港元。

10新股肉搏 6隻孖展近全食白果

■珂萊蒂爾本月27日掛牌，圖中為董事長金明。 黃子慢 攝

馬鋼1.36億購法高鐵車輪製造商

■ 蕭 啟 洪
稱，美經濟
轉好徵兆似
有還無。
謝孟謙 攝

■恒指昨一
度 挫 173
點，收市跌
幅 收 窄 至
97 點，成
交 495 億
元。中通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