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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ond 4 掛牌 一手賺515元
宏泰產業今招股 入場費3788元

昨日掛牌，開市報104.5元，全日
收報105.15元，較發行價100元高

出5.15%，全日高位升至105.2元，低位104.3元，成交
1,477.9萬個單位，成交金額達15.5億元，未計手續
費，一手賺515元。

潤東汽車首日上市輕微潛水
潤東汽車開市報3.58元，與招股價持平，但其後走勢偏

軟，收市報3.57元，較招股價3.58元低0.3%，高位3.59
元，低位3.01元，成交2,208.7萬股，涉及金額7,434萬元。
不計手續費及佣金，每手1,000股，蝕10元。
主席楊鵬表示，整個行業愈來愈成熟，競爭也愈趨激
烈，但對公司前景有信心。而對於有報道指，內地有金
融機構在網上兜售基金產品，集資認購潤東新股，更稱
獲大股東包補底，保證一年回報達12厘，他表示公司對
事件並不知情，也沒有簽署任何相關協議。

宏泰投資產業市鎮開發項目
內地產業開發商宏泰產業宣布發行3.28億股新股，當
中90%將用作國際發售，10%在香港作公開發售，發售
價每股 2.75 至 3.75 元，1,000 股為一手，入場費為

3,787.8元。由今日至下周一招股，預計將於本月25日
上市。保薦人為摩根士丹利及中信証券國際。
宏泰產業今次最高集資12.3億元，集資所得65%用於

開發目前與內地地方政府合作開發的產業市鎮開發項
目，其餘則用於開發潛在住宅及商業物業項目投資、發
展潛在產業開發項目，以及一般營運資金。
主席王建軍指，不擔心公司有貪腐問題，又表示能與
政府合作，全是靠服務能力。被問到2012年銷售收入
下跌61%，王建軍指是因當時預期地價會提高，故減少
銷售。

廣發證券傳年內IPO籌77.5億
另外，知情人士稱，廣發證券擬今年在香港首次公開

集資不超過10億美元(約77.51億港元)，並指已挑選廣
發融資（香港）和高盛作為顧問。
內地《經濟觀察報》報道，貴州黎明能源將總部遷至

深圳前海，冀實現海外上市，惟沒有透露上市地點。黎
明能源旗下產業涵蓋了煤礦、房地產、物流、醫院和旅
遊等產業，目前總資產規模已經超過60億元人民幣，
是貴州省規模較大的企業之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萃華） 第四批通

脹掛鈎債券(iBond 4)(4222)首日掛牌，全日

收報105.15元，每手賬面賺515元；而同日

新股潤東汽車(1365)上市，收報3.57元，較

招股價低0.3%，每手賬面蝕10元。另外，

宏泰產業(6166)今日起招股，每手入場費

3,787.8元。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曾敏儀 ) 互聯
網商業盛行，中國信貸 ( 8207 )副主
席兼首席執行官彭耀傑昨日在記者會
表示，集團在今年上半年開展網上第
三方支付服務及P2P諮詢服務，該兩
項服務佔今年首6個月收入12%，集
團將繼續把業務重心放在互聯網金融
上，預期12至18個月內佔據領先地
位，3至5年內增加佔比至50%。
彭耀傑形容互聯網金融業務增長快

速，發展潛力大，今年第二季比第一
季的交易金額增417%，達18.6億元
人民幣，交易筆數錄得495%增長，
活躍客戶數量增加647%至約1萬戶，
其主要業務為房屋抵押貸款及汽車抵
押貸款。

房貸車貸搶銀行業務空隙
針對互聯網金融，彭耀傑稱集團的

貸款年息率約為15%至18%，投資者
的回報年息率為8%至10%，扣除擔保公司和中
介人等收費，集團賺取當中2%利潤。
彭耀傑指其房貸業務「第一房貸」及車貸業務

「第一車貸」對象為企業客戶，集團搶佔銀行業
務空隙，進行3至6個月的短期貸款，P2P放貸效
率亦高於銀行。他強調，集團放貸相對保守，一
般放貸僅45%。貸款人一般貸款金額為100萬至
150萬元人民幣。他又強調，集團的交易互聯網
達人民銀行及銀監會標準。「第一車貸」主攻二
手車企業，看準該行業毛利高，集團會繼續選擇
優質行業放貸，現正設計新產品，9月底前會公
布。

億元購兩資產拓小額融資
另外，集團昨日公布以5,000萬元人民幣收購

P2P平台北京鳳凰，及以 4,900萬元人民幣收購海
南先鋒網信，開拓小額融資服務。未來若有優質
公司可強化業務，會考慮再收購拓展。

香港文匯報訊 (記
者 梁偉聰)港機工程
（0044） 公 佈 2014
年度中期業績，期內
純利按年跌21.2%至
2.83億元，每股盈利
1.7元；派中期股息
0.65元，較去年同期
派 0.8 元少 18.8%。
營 業 額 按 年 增 長
65.6% 至 53.37 億
元，資本淨負債比率
為 43.8%，按年升

41.2％。集團計劃未來將繼續招聘300多名學員，預料
全年招聘550名學員，
集團主席史樂山在業績報告中指，上半年港機工程

在香港的外勤維修服務需求維持穩定。但由於新聘員
工在投入崗位前需要時間培訓，機身維修業務仍因生
產能力受到限制而持續受到不利影響；大修服務需求
亦因波音747-400型飛機退役而大幅下降。

續增聘人手提升生意
業績報告中預期，港機工程下半年的可用飛機維修

能力將與上半年相若，香港航空發動機維修服務公司
的表現將繼續受到人手不足及引擎大修服務需求下降
影響；而廈門太古發動機服務公司預期表現良好。報
告中又指，TIMCO下半年的機身維修服務將較上半
年疲弱，主要反映季節性因素。
行政總裁鄧健榮表示，為補充人手，去年公司已招

聘550名學員，員工流失率按年減少三分一，未來將
會繼續招聘300多名學員，預料全年招聘550名學員，
希望在來年新員工技術逐步成熟，大大提高處理維修
的能力，從而提升生意。

港機中期少賺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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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香港推芬蘭智能手機Jolla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今年4月曾警告，本港銀行體系因內地相關貸
款上升而風險大增，引起廣泛關注。金管局總裁陳德霖
昨於記者會上披露，截至今年3月底，本港銀行的內地
相關貸款總額為28,670億元，其中內地企業佔比達到
69%。他強調，金管局非常關注銀行信貸風險及流動性
風險，以目前情況來看，本港銀行的內地相關貸款風險
仍然可控。

對內地相關貸款2.86萬億
據金管局披露，在28,670億元內地相關貸款中，內地

民營企業的借款為5,280億元，佔比18%，內地非民營
企業借款為14,530億元，佔比51%。若以貸款渠道劃
分，本地銀行的貸款額為11,110億元，佔比39%，本地
銀行內地子行的貸款額為5,120億元，佔比18%，兩者
合共達到57%。

陳德霖指出，若以用途劃分，貿易融資額為4,060億
元，佔比14%，屬於風險較低及流動性高的短期貸款。
此外，在51%的內地非民營企業中，大部分是國有企
業，許多有資產抵押擔保。他認為，目前本港銀行內地
相關貸款風險仍然可控，相信銀行在審批貸款時會以風
險可控為原則，又稱已要求中資銀行的本港分行做好風
險管理，因為這些分行並無存款基礎，而又必須有充足
且穩定的資金來源以覆蓋壞賬等風險，故金管局要求
「即使是總行推薦過來的客戶，分行都應做好審查工
作，應該有自己的評估」。

下半年貸款需求可能減慢
陳德霖又透露，今年首兩個月，香港銀行信貸增幅年率

化達到40%，上半年則放緩至約19%。他指銀行界普遍預
料，下半年貸款需求可能減慢，令信貸增速也稍為放緩。
他強調，內地企業「走出去」為未來大趨勢，過程需要融
資。而香港有700多萬人口，經濟總量有限，未來「背靠
祖國、面向全球」將是香港金融中心發展的主軸。
至於美國加息對香港樓市的影響，也是各界關注的焦點。

陳德霖表示，美國加息「可能快過想像」，當息口高於香
港100點子時，已有很強的誘因令資金流入美元。屆時港
元息口也會推升，包括存款、借款和按揭息口都會上升，
本港的資產價格也會因此調整。他稱，今年年初時很多人
都認為樓市已轉折，但3、4月份樓市氣氛又好轉，交投量
再次增加，故對樓價目前是上行周期還是下行周期，仍然
難以判斷，需要再觀察一段時間。

派息及買股票致資金流入
對於近期金管局持續向市場注資事宜，陳德霖重申，

資金流入分為兩個階段，在7月1日至22日，大量資金

流入涉及商業併購及上市公司派息，其中兩個大併購涉
及金額已超過1,000億元，大部分都需要用港元支付。
但7月下旬開始，由於新興市場的基調總體改善，市場
對內地經濟也不再特別唱淡，因此資金對香港和內地股
票的分配有所增加，對股市有支持作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偉聰）3香港昨日宣
布，獨家在香港推出芬蘭智能手機Jolla，由即
日起，可在3香港網站以2,888元的價錢購入。
另外，客戶亦可以申請使用168至598元的4G
LTE智能手機計劃，以零機價取得手機。

採Sailfish系統 兼容Android
Jolla手機是由前諾基亞員工開發，主要賣
點是自家作業系統，上年底在芬蘭推出，香
港是其在亞洲的第一站。Jolla採用現時最新
的自家Sailfish作業系統，但它同時兼容An-
droid應用程式，一般常用的手機應用程式都
可以使用。對比起現時其他智能手機，它少
了一個home鍵，在設計上以簡單、少按鈕以

及可以配合不同的智能機殼為賣點。
Jolla主席Antti Saarnio表示，用家可以透過

更換手機殼，有換上一部新手機的感覺，從
而提升手機的耐用程度，以減慢更換手機的
速度，達到環保的效果。Jolla手機另一賣點
在用戶介面，主要以手勢為主，這樣更適合
用戶以單手操控。現時Jolla手機只在網上發
售，並無實體店，如要購買就要上到3香港的
網站。

拒評是否李嘉誠投資
另外，他拒絕評論手機及Sailfish作業系統是

否由長實(0001)主席李嘉誠所投資，也不願透
露具體出貨量及公司估值，僅指Jolla現時約有
120名員工，當中85%是前諾基亞員工。
Jolla對內地市場感興趣，會考慮與阿里巴

巴等電商合作在內地推出Jolla手機，稍後亦
會在印度開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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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德霖：內地貸款風險可控

■陳德霖強調，金管局非常關注銀行信貸風險及流動性
風險。 資料圖片

■3香港獨家推出芬蘭智能手機Jolla，以自家作業系統及簡單設計作賣
點。 梁偉聰 攝

■宏泰產業
今起招股。
左起：中國
宏泰產業市
鎮發展副總
裁楊允、主
席王建軍、
財務總監黃
培坤。
張偉民 攝

■彭耀傑稱，集團將繼續把業務重心
放在互聯網金融上。 曾敏儀 攝

■鄧健榮稱，公司將續增聘人
手，以提高飛機維修能力。

梁偉聰 攝

iBond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