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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也內地，敗也內地。
多年來澳門依靠內地豪客
捧場，一舉超越美國的拉
斯維加斯，成為全球最大
的賭城。然而今年中央一

收緊「自由行」，澳門的博彩收入立即應
聲下跌，令業界頗為擔憂。有「賭后」之
稱的美高梅中國（2282）聯席主席何超瓊
也警告，隨着中國人出國旅遊越來越頻
繁、走得越來越遠，澳門可能逐漸失去吸
引力。她認為，澳門需要降低對賭場的依
賴，而她希望可引領澳門轉型，將之打造
成全球旅遊目的地。

內地反腐 豪客銳減
澳門今年6月份的博彩收入首次錄得倒

退，令市場跌破眼鏡。在內地經濟降溫、
全國上下反腐的背景下，澳門的未來應何
去何從？掌管博彩業40餘年的「賭王」
何鴻燊家族，無疑具有極大的影響力。由
於「賭王」本人年事已高，近年來基本淡
出江湖，其女何超瓊被港澳媒體冠以「賭
后」之稱，隱隱然有全面接班之勢，她的
一言一行都頗具代表性。近日她接受彭博
訪問，引起業界廣泛關注。

「（內地）經濟減速和海外目的地可能
成為競爭者的事實，是澳門博彩業增長的
最大風險。由於中國人有錢去海外旅遊體
驗『原裝正品』，澳門可能逐漸失去吸引
力。」「我們已經開始看到，進來我們大
門的顧客要求越來越高，他們現在知道怎
麼區別」，何超瓊認為，澳門需要降低對

賭場的依賴，儘管去年貢獻了450億美元
博彩收入。

不過，動輒一擲千金的內地豪客，顯然
仍是賭場全力爭搶的目標。何超瓊承認，
為了吸引更多內地遊客，由其掌控的美高
梅中國一直在增加本土風情，在旗下物業
增加澳門和葡萄牙因素。其他的澳門賭場
也一直在借鑒異域文化並加工改造，比如
金沙中國增加了意大利特色的貢多拉小
船，銀河娛樂（0027）也主打巴黎風情的
卡巴萊歌舞表演。

「努力走出父親的影子」
何超瓊的弟弟何猷龍也與澳大利亞富豪

James Packer合資成立了新濠博亞娛樂，
被視為「賭王」的接班人之一。何超瓊將

弟弟稱為「友好的競爭者」，而自己正在
「努力走出父親的影子，做我自己的事
情」。

她透露，何猷龍確實希望在澳門之外壯
大自己的博彩企業，「對於我自己，我真
的希望為澳門大眾多做一些事，推動澳門
成為一個旅遊目的地」。

事實上，何超瓊如今已將家族事業擴大
到珠海的橫琴島，雖然該島不能搞博彩
業，但在中央政府的政策支持下，仍有無
限商機。她重申，將在橫琴興建酒店、酒
店式公寓和一個購物中心，總投資1.18億
美元，「我們緊靠海關，所以你一過關，
幾乎第一站就是我們」，「賭后」對前景
仍滿有信心。

■記者 涂若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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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軍派「米」員工人送千股
豪分9380萬元金山受限股 邀同創二次傳奇

天鴿暗盤勝綠葉綠葉 一手賺960元

■何超瓊認為，澳門需要降低對賭場的依賴，轉型打
造全球旅遊目的地。 彭博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大唐發電
（0991）昨發布公告，計劃與國新控股就
集團的煤化工板塊及相關項目進行重組，
當中包括於內蒙古和遼寧的多間子公司及
項目。瑞銀及野村調高公司的投資評級至
買入，認為公司的電力資產有望獲得重估，
現時估值明顯較同業折讓。大唐發電昨復
牌，收報3.73元，大升23.1%。

重組助減債 復牌股價飆23%
據公告顯示，此次協議將透過合作重組

或股權收購，國新公司獲得大唐發電煤化
工板塊及相關項目資產或股權；雙方亦已
簽署了相關重組框架協議，現階段仍有待
進一步訂立相關交易協議而定。

重組範圍為公司及所屬企業在煤化工
及相關產業的投資項目，其中包括內蒙
古大唐多倫煤化工有限責任公司、內蒙
古大唐國際克什克騰煤製天然氣有限責
任公司、遼寧大唐國際阜新煤製天然氣
有限責任公司、大唐呼倫貝爾化肥有限
公司、內蒙古大唐國際錫林浩特礦業有
限公司以及相關的配套和關聯項目。
大唐發電指出，重組將有利於優化公
司業務結構，推進公司戰略調整，提高
公司核心競爭力；有利於公司將資金、
管理、技術資源更有效的集中至本公司
主營業務，鞏固公司發電板塊優勢；有
助於未來公司盈利水平的改善及公司經
營業績的提升。

中信資源入稟索回青島保稅倉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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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陳楚倩）中信資源（1205）昨發表聲明表
示，集團已就取回氧化鋁和電解銅，於青島海事法院向青島港保
稅倉庫的營運商提出訴訟。中信資源昨平收1.24元。
公告顯示，有關營運商需要確認其所持有的氧化鋁和電解銅
的擁有權屬集團所有，以及向中信資源放行和交付全部該等的
氧化鋁和電解銅，若相關營運商未能符合有關訴訟要求，集團
要求作出賠償。集團到現時仍未取得任何有關調查的進一步資
料，故未能準確評估該調查對該批存貨和公司自身的影響。
該事件發生於6月初，當地傳媒報道青島港出現通過重複質押
倉儲單據獲取貿易融資違規行為後，中信資源隨即向青島法院申
請並取得查封令，但未能對約12.3萬公噸氧化鋁進行查封。而集
團持有所有存放在青島港只待買家付款和提貨的22.3萬公噸氧化
鋁和7,486公噸電解銅的擁有權和所有權的證明文件。

傳內地削400億電信營銷費
香港文匯報訊 據內地消息透露，國資委要求內地三大電信商

3年內減少營銷費用逾400億元（人民幣，下同）。國資委認
為，電信營運商的營銷開支過大，包括為iPhone手機補貼及營
銷廣告開支，而6月電信業實施營改增後令稅率提高，影響企
業盈利，因此需要削減營銷費用。

國資委要求連續3年降20%
據悉，國資委要求中移動、中電信和聯通營銷費用大幅削減

20%，而且是3年內連續降低。根據測算，僅中移動3年內就需
減少營銷費用240億元，而三大運營商3年總計需要減少營銷費
用400多億元。
中移動回應表示，未收到國資委的正式通知，強調一直致力

控制成本，包括營銷成本。中電信則拒絕作出回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據內地財新網報道，
中電信（0728）近日敲定了第三批虛擬運營合作夥
伴，總共有 10 家企業，分別是海航、富士康
（2038）、聯想（0992）、海信、平安、民生銀行
（1988）、星美、鳳凰、海爾和小米。中電信已於6
月底與上述10家企業簽約。至於百度，一開始確實有
參與虛擬運營的想法，但中途退出。

百度退出參與虛擬運營
報道指，中電信已經向工信部報送了合作夥伴名
單，正在等待工信部審批。鑒於前兩批虛擬運營企業
的經驗，此次與中電信談合作的廠商都充分考慮了現
實問題，在用戶目標、保證金等方面相對理性。「不
再是動輒就喊出幾百萬的用戶規模，多數合作夥伴承
諾的用戶目標都是幾十萬規模」。中電信在某些特定
條款上也做出了妥協，在考慮了合作夥伴需求基礎
上，允許第三批合作夥伴自建BOSS（業務運營支撐
系統）。而此前中電信並未放開BOSS的建設。
與前兩批中國電信選擇的合作夥伴相較，第三批合
作夥伴不再是以考慮渠道為主，形態更加多元化。從
目前確定的名單來看，包括4家硬件廠商、2家文化傳
媒公司、2家金融機構、1家航空公司，多數以旗下子
公司開展具體的虛擬運營業務，譬如民生銀行以旗下
民生電子商務有限責任公司申請虛擬運營牌照。

變相合作銷售渠道代理
此前，中電信曾公佈過一批與之合作的虛擬運營合作
夥伴名單，包括蘇寧、國美、迪信通、樂語、天音、愛

施德、話機世界、京東、阿里（萬網）、用友、連連科技、三五
互聯、北緯通信、長江時代、分享在線、朗瑪信息16家合作夥伴。
曾有專業人士評價，虛擬運營合作夥伴的選擇幾乎成了三大運營
商之間的渠道代理商爭奪戰，即所謂的「虛擬運營變代理」。
國際諮詢機構威普諮詢全球副董事侯成芬表示，4G時代到
來，如何才能發展更多的用戶並留住用戶，成為中電信轉型的
巨大命題，這同樣體現在虛擬運營合作夥伴的選擇上。由硬件
廠商來做虛擬運營有兩大好處，首先是硬件與通信有着天然的
聯繫，在賣出手機或智能家居等硬件的同時很自然地賣出通信
服務；其次是藉着通信服務，硬件廠商可以更好地向上下游譬
如應用、後端服務等方向拓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子慢）新加坡華僑銀行收購本港永亨銀行
（0302）「殺出個程咬金」，永亨近日先後獲基金股東增持股份，令瑞
信發表研究報告指，如華僑銀行無法獲取足夠的股票將永亨私有化，則
永亨股價可能最多暴跌40%。
永亨昨收報125.8元，跌0.396%。以瑞信估計的最差情況計，股價跌

40%即約見75.48元。

瑞信：股價或暴跌40%
瑞信分析師指，基於本港的監管規定，總部設在新加坡的華僑銀行必

須持有永亨至少90%的股權才可令後者退市。如華僑銀行在7月29日收
購報價截止期之前無法達到上述門檻，就必須將持股比例減少至75%。
報告發布前的一份監管公告顯示，國際知名「狙擊手」、美國對沖基

金Elliott Capital上周增持永亨，以每股125元增持了約870萬股，使持股
比例增至7.8%。其買入價與華僑銀行4月1日發出的收購報價一致。

基金增持阻止私有化
另據港交所（0388）權益披
露顯示，原本已持有永亨
5.38%的長線基金安本，亦於7
月1日在場外增持永亨2%，令
總持股量增至7.38%，惟未有
披露安本購入價。市場人士
稱，由於華僑銀行以每股125
元提購永亨，因此如有人想大
手增持，料需以此作價為基
準。如以每股125元計算，即
安本買貨所需成本，料約7.8
億元。
分析師表示，小股東可能在

尋求更高的估值，因此盡可能
推遲提交對收購要約的接納。
據7月4日的公告，已經接受
華僑銀行收購的永亨股東持股
比例為50.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子慢）江南
集團（1366）昨日公布，根據公司截至
2014年6月30日止半年度未經審核綜合
管理賬目，與去年同期比較，公司料於

今年錄得之純利將有顯著增長。純利增
長主要得益於自然增長和來自在2013年
收購一家全資持有的子公司的盈利貢
獻。

香港文匯報訊 新加坡交易所宣布，在
港交所（0388）的數據中心內設立流動
性管理中心。早前，港交所與新交所曾
於2013年12月簽署諒解備忘錄，在雙方
共同關心的幾個領域開展合作。其中便
包括在對方的數據中心內設立接入點，
以加強雙方市場的連通。
新交所首席執行官麥尼思．博可表

示，與港交所開展進一步合作，新交所

在港的客戶必將從該中心的設立中獲
益，可通過新交所提供的渠道，更加經
濟、便捷地進入世界上最大的亞洲股權
期貨離岸市場。
目前已有五家公司簽約接入新交所香

港流動性管理，分別為群益期貨（香
港），CSC Futures（HK）、直達國際
期貨、豐盛科研、金英期貨（香港）和
萬兆豐國際證券。

基金狙擊 疑逼永亨私化加價

江南集團發半年盈喜

新交所港設流動性管理中心

大唐發電擬重組煤化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子慢）新股市場回暖，今日
上市的新股天鴿互動（1980）及綠葉製藥（2186）公
開發售分別錄得75.13倍及13.7倍超購，並均以上限定
價。兩者昨日暗盤價均造好，天鴿收報6.24元，較定價
升18.18%，一手賬面大賺960元。而綠葉暗盤價亦較
定價漲15%，收報6.8元，一手賬面亦賺440元。
天鴿及綠葉製藥暗盤交易報捷，令昨首日招股的科通

芯城（0400），孖展認購亦吸引不少投資者「落飛」，
首日已有2.662億元孖展，相當於公開發售超額認購
0.73倍。

3新股齊掛牌 兩升一跌
有分析師指，近日上市的新股似已擺脫之前頹勢，因

此吸引投資者「落飛」。不過，他同時指出，今次與過
往新股潮不同，以往是一個熱潮來，隻隻表現均理想，

但今輪要看個別新股的概念，若概念不足，認購反應仍
會冷淡。
而昨日上市的城建設計（1599）及迪信通（6188）
表現呈兩極，北京城建收報3.01元，較上市價2.75
元，高出9.5%，成交8,833萬股，涉資2.75億元。不計
手續費，每手1,000股，賬面賺260元。

迪信通潛水每手蝕115元
至於迪信通收報 5.07 元，較發售價 5.3 元下跌
4.34%，成交1,926.8萬股，涉資9,832萬元。不計手續
費，每手500股蝕115元。
創業板方面，同於昨日上市的百本醫護（8216）開

市報2.5元，升至2.7元受阻，曾回順至1.84元，全日
收報1.92元，較配售價0.5元，飆2.8倍，惟成交僅966
萬股，涉資2,044萬元。

■左起：北京迪信通主席劉東海、北京城建設
計執行董事兼總經理王漢軍、百本醫療主席關
志康。 張偉民攝

雷軍同時宣布，獲董事會授予
400萬股金山軟件（3888）

的受限股，而他個人將把這400萬
股金山股票全部分給金山員工。7
月6日前在職的所有金山正式員
工，每人獲1,000股的兩年期受限
股。

人得2.34萬元「謝禮」
雷軍在內部郵件說：「我在金山

二十多年，我的青春年華都在金
山。我永遠希望，金山能夠成為一
家偉大的公司，我永遠希望，每個
金山人無論面對多大困難都能抬頭
挺胸面對這個世界！......400萬股
票，價值的確不菲，我表達了誠摯
的感謝，主要感謝大家對我個人工
作的肯定。」
以金山昨日收市價 23.45 元計

算，雷軍所獲得的這筆受限股的價
值為9,380萬元，平均每名金山集
團員工可以獲得價值約2.34萬元的

股份。

csl.首賣紅米Note
csl.全線門市開售紅米Note。另

外，香港電訊（6823）一邊大加手
機月費，一邊加緊了促銷活動。旗
下csl.由昨日起全線門市開售 5.5
吋紅米Note，並獨家推出首批限
量「獨家手寫版套裝」，內附紅米
Note、獨家手寫筆、及紅米型
Memo。市場消息指，5,000部紅
米Note傍晚之前已售罄。csl.指，
紅米Note配備5.5吋的全貼合高清
IPS 熒幕及 1.7 GHz 8 核心處理
器，無論是上網、打機或收看高清
視頻均十分流暢。
此外，內置 1,300 萬像素相機

鏡頭及 500 萬像素前置相機鏡
頭。由即日起，客戶只需選用
「紅米Note 數據及話音服務計
劃」，月費為138元，便可享零
機價優惠。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浪科技網》報道，金山集團董事長、小米科技

董事長雷軍周一晚上發布內部郵件《我們的青春，我們的金山》，宣布

金山將全面改革，開始二次創業。

■雷軍發內部電郵
宣布，把個人獲授
予的400萬股金山
股票全部分給金山
員工。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