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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券商十月即啟滬港通
李小加：沒邀阿里作第二上市

黃天祐籲私化取消數人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港交
所（0388）昨舉行成立 14 周年酒會，

關多重股權架構上市建議持開放態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早前
新世界中國（0917）私有化因「數人
頭」未過關被否決，引起財金界關注。
香港董事學會主席黃天祐出席電台後表
示，「數人頭」的表決方式並不合理，
亦不與時並進，因為少數持有少量股權
的股東，可能影響持有多數股權股東的
決定。

希望港交所推出股權架構諮詢時，各界

宜擴至非本地註冊上市公司

可以提出建議，並凝聚最大共識。該所

黃天祐表示，「數人頭」較適用於規
模小的私人企業，在股東意見分歧與人

主席周松崗指出，市場對滬港通反應正
面，至今有215 個參與者有意參與滬港
通，其中117個表示10月滬港通開通時
就會參與，佔港股交投量逾 80%。另
外，他表示，港交所對金發局發表的有

行政總裁李小加則稱，未曾與阿里巴巴
討論過第二上市的問題。

對

於滬港通的準備情況，周松崗昨表示，港
交所一直向前推進滬港通的準備細節工作，
已先後舉行多場簡介會及路演，未來數月亦會繼
續進行。目前市場反應相當正面，有215個市場
參與者表示有興趣參與滬港通，當中有117個參
與者表示10月便可準備好，開展滬港通的工作，
有關的經紀佔市場成交額86%。

業界對滬港通反應正面
周松崗續指，滬港通是重要的計劃，令香港
與內地互通，同時亦為內地資本帳開放踏出一
大步，港交所將努力做好相關工作。
對於金發局早前發表研究報告指，本港可以研
究容許公司以不同法律架構，包括以同股不同權
的形式上市，周松崗指出，股權架構諮詢是上市
委員會的工作，董事局無權過問，但希望有關結
果可於下半年推出。但現時來港上市的企業，都
必須根據現時香港的法律及規矩。至於大力倡議

■港交所主席周松崗(右)希望推出股權架構諮詢時，各界可以提出建議，並凝聚最大共識。旁為
行政總裁李小加。
張偉民 攝
本港檢討上市制度的李小加亦稱，香港是個法治
社會，做甚麼或改甚麼都要經過審慎程序。他續
指，本港有很大的競爭力，亦需時刻研究很多的
可能性，以進一步提升競爭力。

低的海外市場上市，然後再轉來香港作第二上
市，以此來避過本港的監管。若然他們要在港
掛牌，也必須先在海外退市，並在港申請作第
一上市，同時也須符合「同股同權」原則。

開放態度對待同股不同權

LME 繼續沿用公開喊價

對於有傳港交所有意邀請阿里巴巴來港作第
二上市，李小加指，未曾與阿里巴巴討論過第
二上市的問題。周松崗對此亦不作評論，認為
現時討論此問題言之尚早。
阿里巴巴雖然選擇赴美上市，昨天有報道
指，港交所仍在爭取阿里巴巴可以來港作第二
上市。然而根據本港去年生效的「海外公司上
市聯合政策聲明」，業務重心位於大中華區內
的海外公司，第二上市申請將不會獲批，此法
例的目的是防止內地企業先往上市門檻要求較

另外，港交所旗下倫敦金屬交易所
（LME）
昨
表示，在評估後將繼續保留公開喊價的圈內
（Ring）
交易。LME 在聲明中表示，將投資 100 萬英
鎊（約170萬美元）來改進圈內交易的技術系統。
LME是鮮有的幾家仍使用公開喊價的交易所。
該所首席執行官Garry Jones稱，圈內交易有
活躍、公開和價格發現的特點，只要市場需要，
LME將繼續使用。李小加昨亦指出，港交所不
會取消倫敦金屬交易中心喊價交易圈，認為是重
要機制，有助價格發現。

■左起：世紀睿科執董耿亮、首席運營官梁榮
輝、主席盧志森及執董孫清君。
倪夢璟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子慢）新股市場熱
鬧，內地全媒體應用解決方案供應商世紀睿科
(1450)今日起至本周五(27 日)公開招股。其擬
發行 2.5 億股新服，最多集資 3.45 億元，每股
招股價介乎 1.08 元至 1.38 元，每手 2,000 股，
入場費約 2,787.82 元。該股 6 月 27 日定價，7
月7日上市。建銀國際為獨家保薦人。

以招股價中位數1.23元計算，集資淨額約為
2.52億元。首席運營官兼執董梁榮輝表示，集資
所得32.6%將用於提升活動轉播服務能力，主要
因為未來內地將有很多大型比賽，預計這方面的
增長強勁，因此會加強投資；未來亦會將應用解
決方案業務拓展至越南、泰國及台灣等。他表示，
旗下業務屬高速增長，並非私人公司可應付，故
希望透過上市在更大的平台發展業務。
另有消息指，網上KTV天鴿互動(1980)計劃
發行3.04億股，當中90%為國際配售，10%作
公開發售；招股價範圍介乎4.5元至5.3元，集
資 13.7 億元至 16.1 億元。本周三(25 日)起公開
招股，下周一(30 日)中午截飛，7月9日上市。
每手 1,000 股，入場費 5,353.42 元。中金及瑞
銀為是次上市的安排行。

劉央等 10 投資者認購天鴿
其已引入 10 名基礎投資者承諾認購逾 6 億
元，包括奇虎 360 入股 500 萬美元（約 3,900

港人投資萬科26年 360萬變10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
萬科Ｂ股轉Ｈ股將於明日在香港掛牌交易。港
人劉元生26年前以360萬港元投資萬科，至今
市值已增至10億港元，暴增近300倍，成為萬
科第一大個人股東。他近日透露了其投資萬科
的成功秘密。

覺得王石「很特別」而買入
今年七十一歲的劉元生近日在深圳接受萬科
TV 的採訪時稱，70 年代末他在廣州友誼劇院
演出小提琴協奏曲《梁祝》，王石來聽，二人
就認識了。1983年他們開始合作。

劉元生說，當時王石給他特別深刻的一個印
象就是：不像一般去香港的內地人喜歡吃吃喝
喝和玩樂，而是去圖書館、去書局買很多書。
這一點讓劉覺得王石很特別，跟一般人不一
樣。後來王石對萬科進行股份化改造，劉想鼓
勵他，當時劉買了360萬股，在1991年正式上
市之後，很快漲到七、八元，後來漲到二十多
元，很多朋友當時就賣掉了。
劉說，通過上市撈一把並不是他的目的，也
不想賺快錢，不想投機，所以基本上就沒動，
「希望這個企業能夠長期做下去，當時也沒有
想到規模能夠做這麼大。」

萬港元），以及劉央旗下西京投資入股 1,000
萬美元(約7,800萬港元)。
消息又指，綠葉製藥(2186)昨舉行投資者推
介會，根據初步招股文件，該公司擬發行近
10 億股，當中約 67%為新股。據悉，其將於
本周四(26 日)至下周二(2 日)招股，下月 9 日掛
牌。招股價介乎5.38至5.92元，每手買賣單位
為500股，入場費2,989.84元。

綠葉製藥擬發行近 10 億股
消息指，是次招股的保薦人為瑞銀、花旗及中
信証券。此外，綠葉已引入六名基礎投資者合共
認購2.8億美元（21.86億港元）股份，包括惠理
基金、OrbiMed、Prime Capital、Trivest Investment、麥格理基金及Minmetals Capital。
另外，鴻福堂(1446)今日起招股。消息指，
該公司獲香港及內地基金入飛，國際配售已超
額數倍，保薦人考慮提早截飛。 而康達(6136)
國際配售亦傳超購3倍。
儘管受困於未知的迷霧，劉元生對王石和萬
科的信任始終沒有動搖。他說，當時是投資在
王石這個人身上的。因為他很欣賞王身上的一
些特點：第一是肯學習，第二是肯吃苦。他還
記得，與王石做生意的時候，夏天 37 度他們
經常自己扛貨在深圳交貨，「你們可能都想像
不到。」
看來，劉元生的基本面分析落腳點不是「金
融煉金術」，而是符合國情的「識人術」。用
他自己的話說：「我看人還是比較準的。」
現在劉元生仍把這些股票拿在手裡，因為覺
得「潛力還沒有完全發揮。」這名「超級散
戶」不像其他投資者那樣整天關注行情，而是
把90%的精力放在音樂、藝術和慈善方面，他
說，「整天盯着股價，我覺得太不開心了。」

周大福企業等競投澳洲新賭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楚茵）周大
福 企 業 及 遠 東 發 展 （0035） 宣 布 與
Echo Entertainment Group Limited
（Echo）簽訂具約束力的諒解備忘錄，
以組成新合資公司為澳洲昆士蘭布里斯
班 Queen's Wharf Brisbane 娛樂城及綜
合度假村開發項目，擬定詳細建議書。

與遠展各提供 25%所需資金
據該諒解備忘錄，周大福企業、遠東
發 展 及 Echo 將 攜 手 合 作 ， 成 立 名 為
「Destination Brisbane Consortium」的
財團，聯合制定並提交 Queen's Wharf
Brisbane 項 目 的 建 議 書 。 Destination
Brisbane Consortium 匯集周大福企業及
遠東發展的國際酒店營運經驗、綜合發
展專長以及在中國及亞洲市場的強大網
絡，連同Echo在昆士蘭及澳洲各地經營
綜合度假村的豐富經驗，盡展各方所

藝人投資多蝕本 才子陶傑愛 磚頭

世紀睿科今招股 入場費2787元

數不多情況下有較多好處，故認為應取
消「數人頭」制度，且將之擴展至非本
地註冊的上市公司。
對於港府歡迎重新開放討論「同股不
同權」，黃天祐表示，「同股不同權」
未能保障投資者，對董事局和股東間的
監察制度也是一種退倒，雖然經濟好時
可吸引更多企業來港上市，但一旦經濟
轉差、股價表現不理想，股東或會不滿
管理層的決策。他強調，尊重金發局公
開進行有關諮詢。不過，市場早已表達
不同意見，相信諮詢結果缺乏新意。

長。
作為協議的一部分，周大福企業及遠
東發展將各提供發展綜合度假村所需資
金的 25%，並攜手負責 Queen's Wharf
Brisbane 項目的住宅及其他相關部分。
Echo將提供發展綜合度假村所需資金的
50%，並根據長期博彩營運商協議作為
度假村的博彩營運商。
昆士蘭政府此前公布競投三個賭牌的入
圍名單，其中包括遠東發展/周大福企
業、中國房地產商綠地集團、皇冠集團、
Echo。昆士蘭州政府上月表示，篩選後
的投標公司必須在2014年年底遞交完整
建議書，明年年初有望確定競標結果。
Echo是著名綜合度假村營運商，旗下
管理的度假村包括位於布里斯班的 The
Treasury Casino & Hotel、位於黃金海
岸的 Jupiters Hotel & Casino，以及位於
悉尼的Jupiters Townsville及The Star。

香江才子
陶傑昨日在
其專欄呼籲
港人要多讀
歷史，知曉
政局發展，
針砭曾在飯
局上所遇之
「中環精英」不識判斷時勢。然
後，才子中午出席投資界飯局，
政局以外也談理財之道，講到香
港投資之風如賭博，因為市面上
選擇多多，人人皆可隨便入貨。
陶傑敦促投資者勿盲從「股票
專家」意見，只待美國加息時機
或消費表現復甦，而忽略全局，
並叫大家多留意大國邦交，例如
近期中俄兩國簽署大額天然氣協
議，正是能源投資方面的啟示。
才子分享自己不愛揸股票，直言
股票此物好不「favorable」，因
為當中消息紛雜，風險高，所以
才子選擇保守持有「磚頭」，貪
其夠穩陣，大風都吹唔甩。

﹁
﹂

睇好 APIR 立足澳洲

陶 傑 又 睇 好 飯 局 搞 手 APIR
Group，因為該公司立足澳洲，回
看幾次大戰爭，戰火沒有蔓延至島
上，此國可謂「挪亞方舟」。該公
司成立於1993年，主要於澳洲做基
金及退休金管理，APIR Group昨
日於香港推出基金管理及投資網站
www.apir.hk。
APIR Group 集團董事長 Andy

Hutchings Broso 表示，大家切忌
忽視資訊的重要性，對產品資料
要明確掌握，以免2008年雷曼迷
你債券一役重演。

歌神學友曾輸「迷債」
講到雷曼，值得反思。當時好
多投資者損手，有的更是傾家蕩
產者，而藝人案例不少。歌神張
學友便是一例，據說歌神以往只
做開銀行定期，金融海嘯前夕，
學友經銀行職員游說買了「迷
債」，然後大市急瀉，可能自己
都未明白「迷債」何物，當中條
款何意，就輸身家。不過學友隨
即出牒，行爵士路線，人氣不
減，好快又賺足錢。
輸錢又豈止學友，昨日出席
APIR 飯局的香港小姐楊婉儀亦
講過先前敗仗。原來楊婉儀曾經
買股票，聞說是一些科網股，可
惜未把握時機資訊，輸錢離場，
可幸股票為數不多，傷不及本，
現在做生意，辦幼兒教育，應該
無礙。
其實藝人歌星貴人事忙，好難
有閒暇用手機及電腦，望實股票
債券。正是如此，藝人投資股票
多蝕本，無從適應大市千變萬
化。藝人或者可以多上 APIR 網
站，瀏覽有用資
訊；又或者向陶傑
取經，而才子愛
「磚頭」必有其
&
意。■記者 謝孟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