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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洲急做飛天豬 集資大削62%

4新股今登場暗盤全線向好

信銀：港本季跨境銀行服務需求放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黃子慢、實習記者倪夢璟）中信
銀行國際昨發表第三季度跨境銀行需求指數，較第二季下
降3.8至58.4，但仍高於50的強弱分界線，顯示需求仍然
強勁。該行首席經濟師兼研究部總經理廖群表示，第三季
跨境銀行需求有所放緩，相信主要是市場對於內地經濟與
貿易增長前景，以及人民幣走勢的擔憂仍未緩解，同時亦
與中央出招改善市場流動性有關。
廖群指，在企業需求方面，結算及現金管理、貨幣交

易、資產管理及財務諮詢、貸款與貿易融資放緩幅度相對
較大。結構性融資與衍生產品需求的放緩程度較慢。而企
業需求指數及個人需求指數則分別為57.2及65，同樣略
低於第二季，但遠高於50。
另外，廖氏預期，第二季內地GDP增速微升至7.5%，
預計下半年增長為7.7%，全年增長為7.6%，相信進一步

實施寬鬆貨幣措施的機會不大。他又指，去年6月內地錢
荒的情況不會重現。

料人民幣匯率下半年重拾升軌
人民幣方面，他相信匯率於5月初已經見底，料下半年
將重拾升軌，第三季每1美元兌人民幣會徘徊在6.15至
6.2，第四季則在6.1至6.15之間，料年底接近6.1水平。
內地6月出口按年增長7.2%，他相信下半年出口會繼續
反彈，主要是受惠全球經濟復甦步伐加快，而今年首四個
月出口回調是因為去年虛假貿易套利將基數推高所致。
至於房地產市場方面，他表示，年初至今已見樓價有所

調整，雖然中央的調控政策未有改變，卻容許地方政府推
出寬鬆政策應對，因此相信樓市不會硬着陸，價格會平穩
下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黃子慢）今日上市的4隻新股，暗盤表現一致向好，升
幅由2%至21.1%不等。當中升幅最多的為成衣供應鏈管理商恒寶企業(1367)收
報0.63元，較招股價0.52元升21.1%，一手賬面賺440元。但有人歡喜有人愁，
原計劃今日掛牌的博大綠澤(1253)公布因考慮到目前的市況，故延遲上市時間及
削減發售股數，至本月21日及2.15億股，下調幅度約13.3%。

博大綠澤削發股延至21日掛牌
博大綠澤原全球發售股數2.48億股，現降至2.15億股，當中包括1.67億股新
股及4,800萬舊股，下調幅度約13.3%。其發售價範圍維持不變，介乎1.3至1.76
元。本月14至16日公開招股，本月21日主板掛牌。
至於今日上市的新股，除恒寶企業外，還有依波路(1856)、先達物流(6123)及
中國飛機租賃(1848)。飛機租賃首席執行官潘浩文昨日接受訪問時指，現時融資

成本為合理水平，但料上市後，融資成本可下降。而他指，希望飛機租賃海外
業務佔收入比例於2016年達20%，2020年達40%。
另外，噴射機租賃方面，潘氏表示，由於內地仍未開放低空飛行，故該方面

仍未發展成熟，仍處於研究階段。

今日上市新股暗盤表現
公司名稱 招股價(元) 每手股數 超購倍數 暗盤表現 一手賬面利潤
中國飛機租賃(1848) 5.53 500股 0.91倍 +2.2% 賺60元
恒寶企業(1367) 0.52 4,000股 15倍 +21.15% 賺440元
依波路(1856) 3 1,000股 0.14倍 +2% 賺60元
先達物流(6123) 1.18 2,000股 16倍 +4.2% 賺100元
資料來源: 輝立交易場 製表:記者黃子慢

據《華爾街日報》消息指，早前因
市況波動，及投資者反應冷淡而

終止上市計劃的萬洲終捲土重來，最
快於本月底前重啟IPO，融資額或超
過20億美元(約156億港元)，比原集資
50億美元的規模大減62%，預測市盈
率亦會由15-21倍降至12倍。

擬兩周內開始接受認購
萬洲已向港交所(0388)遞交的文件未
有披露集資規模，但知情人士透露，
銀行方面在暗中詢價過程中接獲了超
過20億美元的意向認購，即該公司的
融資規模目標。如果獲准上市，計劃
在兩周內開始接受認購。

保薦人僅餘中銀和大摩
另外，路透社亦報道指，萬洲希望
在IPO重啟前尋找基礎投資者，保薦
人亦由7家縮減至2家，僅餘中銀國際
和摩根士丹利繼續擔任是次IPO保薦
人。
萬洲在最新的監管文件中披露了公

司第一季度利潤狀況，得益於收購
Smithfield的業務，截至3月份的3個
月，該公司盈利按年升35.6%至1.41
億美元(約近11億港元)。
萬洲今年4月的赴港上市計劃頗為高

調，為讓這宗本港3年來最大的IPO順
利進行，萬洲找來29家豪華投資銀行
承銷團隊保駕護航，不過，由於當時
股市低迷，加上市場質疑萬洲將剛退
市不久的Smithfield又打包進這次的
IPO內重新上市，市場對萬洲IPO反
應冷淡。
萬洲一度將IPO規模從原定的53億

美元(約413.4億港元)降至最多18.8億
美元(約146.6億港元)，並延長招股期
限。然而，即使縮減IPO規模，萬洲
仍然逃不了擱置上市的命運。4月29
日，萬洲宣佈暫停赴港上市計劃，結
果被戲稱「29家投行剛剛證明豬是不
能飛的」（編 按：小米雷軍曾說：
「只要站在風口，豬也能飛起
來」）。當時有消息稱，公司上市團
隊沒有認真聽取市場意見，導致IPO

要價過高，令IPO被迫中止。

中國新城市首日升21% 盛諾微跌
其他新股方面，昨日上市的中國新城

巿(1321)及盛諾(1418)首日掛牌一升一
跌。中國新城巿開報1.53元，最高見
1.77元遇壓，曾回順至1.5元，全日收
1.57元，較上市價1.3元，高近21%；

惟成交僅495萬股，涉資815萬元。不
計手續費，每手2,000股，賬面賺540
元。
盛諾平開1.06元欠承接，掉頭低見

0.99元，全日收報1.04元，較上市價
1.06元低近2%；成交8,342萬股，涉
資 8,530 萬元。不計手續費，每手
2,000股，賬面蝕40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子慢）曾被戲稱「29家投行剛剛證明

豬是不能飛的」豬肉加工商萬洲國際(0288)，急着要證明「豬是

可以飛的」。但為了這次飛天，萬洲努力將集資額大減逾六成，

預測市盈率亦會由原15倍-21倍降至12倍，如果獲准上市，萬洲

計劃在兩周內招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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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莎首季營業額增4.9%
香港文匯報訊 莎莎國際（0178)昨公佈其截至今年6月

30日止第一財季營運數據，期內零售及批發業務營業額增
長4.9%，至 19.98億元。港澳市場營業額上升 5.3%至
16.085億元，同店銷售額則增長1.9%，交易宗數及每宗交
平均金額增長分別上升9.6%及下跌3.4%，其中每宗成交平
均金額為370元。其他市場 (包括中國內地、新加坡、馬來
西亞、台灣地區和 sasa.com) 零售及批發業務營業額增長
3.3%。

內地客消費減弱 單價跌約1成
主席及行政總裁郭少明表示，集團港澳地區首財季營業

表現遜於預期，主要是由於內地客消費力明顯減弱，導致
其平均單價錄得約一成跌幅。集團正積極加強產品組合以
更緊貼市場需要，並繼續提升產品價格之競爭力，以推動
第二季度的銷售增長。
莎莎期內淨減少6間店舖，其中港澳市場及新加坡店舖

數量維持不變、中國內地減少6間店舖、馬來西亞新增1間
店舖及台灣地區減少1間店舖。於 6月底，集團的零售網
絡合共有 274 間店舖，包括8個單一品牌專櫃/專門店。
莎莎國際昨收報5.91元，升2.96%。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蔡明曄）現今社會個個
都講社會責任，敦豪國際速遞（DHL）都不例
外，昨日該公司的香港服務運作處副總裁游裕
仁亦都出來講環保。游裕仁話公司今年會再引
入多 7 部環保車，包括 3 部混合動力卡車
(truck)，其餘 2部電動摩托車和 2部電動貨
van，並指以上可以減低10噸的碳排放，又相
等於714棵50歲的樹，一年吸收的二氧化碳份
量。他續指「Go green 」是未來的方向，2020
年 DHL目標是降低30%的碳排放，而今年就
已經降低了18%了。

2020年目標降低30%碳排放
雖然企業講到環保，便會想到成本會較高的

問題，但游裕仁就指對集團來講比起錢，香港
的地勢問題更難配合。「其實我們一架混合動
力卡車總成本要60萬，比一般50萬的卡車，不
算貴很多，因為環保車有稅項優惠，用6至7年
就可以回本(break even)了。但如果要買多些電

動車，考慮的問題就多很多，因為香港好多斜路，路又
窄，但電動車馬力有限，並較大部。」所以游裕仁話，環
保車只可以行100km，叉電時間長，用時要考慮的問題很
多，在香港亦只適用於香港島和九龍地區。
講到業務發展， DHL 香港地勤運作總監麥發祝就表

示，每年公司都有穩定發展，客源主要以商業客為主。游
裕仁續指，其實香港人工和租金都比不少地方高，但當中
最大的優勢，還是香港位於中國的門口。

產品再有菌 鴻福堂跌6.5%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陳楚倩）繼有機黑豆漿菌超標後，

食物安全中心發現鴻福堂(1446)一個本地生產的中式湯品
「杏汁金腿豬肺湯」樣本含過量蠟樣芽胞桿菌，呼籲市民
應停止飲用受影響批次的同款湯品。受負面消息影響，該
股昨日股價下挫6.5%，收報1.56元。
公司發言人表示，被驗出菌超標的兩款產品已經停售，

至今仍未收到任何服用該產品後引致身體不適的投訴報
告。生產商指產品已無存貨，食安中心亦巡查市面零售
點，暫未發現受影響飲品出售。

■■盛諾集團董事長兼執盛諾集團董事長兼執
行董事林志凡行董事林志凡（（中中））聯聯
同總裁兼執行董事張棟同總裁兼執行董事張棟
（（右右））致送紀念品予香致送紀念品予香
港交易所港交易所。。

■DHL Ex-
press (香港)
服務運作處
副總裁游裕
仁。

蔡明曄攝

■中信銀行（國際）首席經濟師兼研究部總
經理廖群。 倪夢璟攝

■責任編輯：馮雪婷 版面設計：歐鳳仙
http://www.wenweipo.com

中學文憑澳門升學快線

信和集團秉承服務社群和傳揚關懷的理念，
自2009年起贊助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音樂事務
處主辦的「校園音樂大使展關懷」資助計劃，
至今有近160間中、小學及社福機構參與；青
少年透過不同的音樂表演為弱勢社群帶來關懷
與祝福，至今服務超過16,000人。
今年，逾300位來自16間中、小學的學生表

演團隊，於6月22、28及29日，分別假信和集
團旗下商場奧海城、屯門市廣場及藍灣半島廣
場舉行「校園音樂大使展關懷」匯報音樂會，
以歌聲、中國舞、中西樂曲及音樂劇等精彩節
目，與公眾分享，並以音樂傳揚關懷的喜樂。

信和集團企業傳訊部副總經理邱文華表示：
「集團一直鼓勵義務工作，透過『校園音樂大使
展關懷』資助計劃，鼓勵更多青少年走進社區，
為不同的服務對象舉辦免費音樂會，將音樂帶到
社區每一個角落，以音樂傳揚關懷的訊息。」 澳門科技大學在重視科研的同時順應社會的需求，不斷推出

具特色的學士學位課程，迎合港澳市場需求，包括：中醫
學學士學位和中藥學學士學位課程、國際旅遊管理學士學位課
程、酒店管理學士學位課程、餐飲管理學士學位課程等。

廣受業界認可之學位課程
中醫學學士學位和中藥學學士學位課程，學生在重點掌握中

醫藥理論知識框架及其應用的同時，亦將接受現代醫藥學、化
學、生物學等多學科的知識學習和能力訓練，成為適應現代社
會需求的新一代中醫藥專門人才，同時具備良好的終生學習和
國內外事業拓展能力。
國際旅遊管理學士學位課程旨在培養旅遊博彩的專業人士，

提升專業素質、服務水平以及整個行業的競爭力。學生可選
修：會展管理、博彩業管理、酒店管理、文化旅遊管理等專
業，做到一專多能，同時享有在本澳和外國的專設實習機會，
例如美國迪士尼樂園等。
港澳豪華及國際級酒店林立，酒店管理學士學位課程因應市

場對酒店管理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加而設。課程培訓具備專業的

酒店管理人才，依照酒店的客房、餐飲、市場營銷、人力資
源、財務及資訊系統等部門而規劃。

課程理論與實踐並重
餐飲管理學士學位課程中的廚藝學提供系統化的廚藝學專業

課程，扎根廚藝的基本技巧，並在此基礎上教授世界不同地區
美食的烹調知識及實踐技巧，以及麵包及西餅製作的知識和實
習。而餐廳管理則安排由淺入深，目的是使學生能更了解餐飲
管理的每一個細節。
同時，校園內設置了一個自然耕種的實驗耕地，另有一間法

式教學餐廳，主廚及餐廳經理都是遠從法國聘請來的專業人
才，該餐廳擁有超過100個座位，廚房設備相當完善，學生可
以在校內餐廳進行實踐課程。
報讀要求：申請者持中六畢業或年滿25歲以上均可報讀學士

學位課程。若香港中學文憑考試(HKDSE)成績達3 3 2 2 2(語
文、英文、數學、通識、選修科目)或以上，可申請直接入學，
擇優錄取。網上報名日期為2014年7月3日至17日，入學考試
日期為7月29日，詳情請瀏覽大學網址www.must.edu.mo。

為提升香港中學生對創新科技的興趣、對本
地科研豐碩成果的認識，以及擴闊他們對個人
未來發展的視野，香港科技園公司（「科技園
公司」）推出首屆「科學匯精英」青年大使暑
期計劃，並於日前在香港科學園舉行啟動儀式
（見圖）。接近一百位來
自二十六間中學的學生齊
集參與，為一個充滿活力
和創造力的暑假揭開序
幕。
「科學匯精英」青年大

使暑期計劃由科技園公司
主辦，教育局協辦，於6
月 30 日開始至 7 月底結

束，計劃涵蓋學習及實習兩大範疇——學習部
分包括於6月30日舉行的啟動禮及工作坊，及
7月5日的科學主題活動日，後者讓學生認識
DNA納米技術、航空概論、飛行動力學及近期
廣受注目的四旋翼無人直升機，從而了解科技

應用如何改善現代生活。
實習部分在7月內舉行，

學生們將投身成為「科學
探索行」大使，於科學園
內向公眾參訪人士推廣科
技知識及本地的科研成
果。整個計劃將於7月31
日舉行畢業禮。

信和集團支持
2014「校園音樂大使展關懷」

科技園啟動「科學匯精英」青年大使暑期計劃

■2014「校園音樂大使展關懷」資助計劃共
超過40多間中、小學參與，並舉辦近50場演
出。

■澳門科技大學圖書館

澳門科技大學於2000年建校，目前已成為澳門規
模最大的綜合型大學，位列兩岸四地百強大學。大
學設有八個學院，可頒發博士、碩士及學士學位，
目前各類在校學生超過一萬人。擁有全國高校唯一
的國家重點實驗室與研究所，如中藥質量研究國家
重點實驗室、太空科學研究所等，而中國科學院月
球與深空探測重點實驗室夥伴實驗室已獲得中國科
學院批覆將於近期在大學正式掛牌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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