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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州銀行傳港IPO籌46億

財經快訊財經快訊

香港文匯報訊 儀征化纖(1033)昨
日發盈喜，預期2014年度業績將轉
虧為盈，按照中國企業會計準則，
淨利潤料達12億元（人民幣，下
同），主要受助於去年獲中石化集
團注入的資產併入財務報表。2013
年錄得淨虧損14.54億元。

儀征2012年至2013年連續錄得虧
損，去年首三季度淨虧損達20.1億
元。不過，公司去年9月透過資產重
組獲得中國石化集團注入石油工程
和油田技術業務，交易於去年底交
割，令公司的市值大增，並帶來新
業務如頁岩氣業務的盈利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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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智能集團（0395）宣
布以240萬元（人民幣，下同）購入上海澤
維公司16%之股權，完成後再向澤維公司增
資1,925萬元成為最大股東。兩個項目完成
後，集團將與澤維公司董事長韓宇及中國電
信之子公司天翼科技合資澤維公司，並分別
持有45.4%、35.1%及19.5%之股權。

投資逾2100萬人幣成大股東
此合資項目，將結合三方股東的行業優

勢，包括集團現有Wi-Fi無線網絡、先進智
能定位技術及澤維公司的電信渠道及其海量
用戶，締造更多O2O智能零售解決方案及相
關商貿服務的商機。

集團執行董事關志恒表示，中國智能
集團從去年初轉型開始就以連接一切的
無線網絡並提供以用戶位置相關的信息
和服務為集團的發展目標。要打造一張

覆蓋全中國的智能網絡，除了早前做的零售商超網絡
和鐵路客運站網絡外，電信運營商有着重要資源。澤
維公司作為中國電信天翼創投旗下最重要的創新公司
之一，與中國電信合作開發運營的中小商戶信息查詢
與服務平台能够抵達數百萬線下商戶，也是中國電信
的積分系統客戶端的合作夥伴，相信會與目前集團在
O2O、大數據和雲計算的投資形成互補的優勢。集團
相信，彙集了各方優勢的新澤維公司將會為中國在商
業智能和O2O領域裡注入新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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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開泰銀行總
裁提臘南．詩宏近日與華為技
術有限公司東南亞地區部總裁
孫福友在深圳市華為技術有限
公司總部共同簽署融資協定，
以支援華為在東盟地區的業務
擴張。

提供融資支援
華為技術有限公司是全球領

先的資訊與通訊技術解決方案
供應商。2014年華為三大業務
均保持增長。受惠於全球移動
寬頻（MBB）基礎網建設起
步、3G投資持續穩步上升和
4G投資快速發展，2014年華
為電訊商業務收入比前一年增
長約15%。
與此同時，2014年華為企業
業務收入比前一年增長約
27%，服務超過 100 間世界
500強企業；華為消費者業務
受益於智能電話、新興市場快
速增長，2014年收入比前一年
增長約32%。

外電報道指，錦州銀行現時
仍未尋求監管機構批准上

市。該行是遼寧省錦州市的城
市商業銀行，成立於1998年，
2014年底資產規模達2,467億元
人民幣。在錦州、北京、天
津、瀋陽、大連等設立12家分
行。現時該行與70多個國家及
地區500多個金融機構開展業
務，代理行網路遍及世界各
地。

國聯及廣發等券商擬港掛牌
內地證券行掀起赴港上市熱
潮。市傳國聯證券亦計劃來港上
市，集資2億美元(約15.6億港
元)。交行國際及農行國際將為
牽頭行。國聯證券官網顯示，該
行成立於1992年，在內地主要
城市如北上廣等設有逾50間分

行；其於2013年收入達10.2億
元人民幣，按年升24%，純利達
2.64億元人民幣。
國聯證券為蘇格蘭皇家銀行

(RBS)於中國的合作夥伴，雙方
於2010年簽訂合作協議，合資
成立華英證券。
此外，消息指已在深圳掛牌

的廣發證券擬於首季來港上
市，集資10億美元；另一內地
券商華泰證券亦計劃在下半年
來港上市，集資10億美元。

時間由你公開發售仍未足額
本港方面，內地指針石英手

錶製造商時間由你國際(1327)昨
孖展截止，認購反應相對冷
淡，綜合6間券商共借出820萬
元孖展額，公開發售集資仍未
足額。

創銀3.88厘吸人幣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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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國美電器
(0493)昨發盈喜，預料去年純利升約40%。
另一方面，市傳貝恩資本悉數配售國美9.22
億股，套現逾10億元。
國美在公告中指，於截至去年底止年度，

在低成本高效率供應鏈的支撐下，運營能力
繼續得到提升，多項業績指標均呈持續上升
趨勢，並將在財務報表上得到充分的體現。
集團於報告期內的銷售收入比2013年同期有
所增長，其中線下的可比門店銷售收入增長
預期將在4.5-5%之間，電子商務的總交易額
預期將按年增長超過80%，而第四季度的電
子商務總交易額預期將按年增長超過
100%；綜合毛利率預計將超過18%；費用率
按年有所降低；基於銷售收入的增長，綜合
毛利率穩健增長，費用率下降等原因，純利
將按年增長約40%左右，淨利潤率預期將超
過2%。
集團認為主要因為「開放式全渠道零售

商」的戰略指引，未來將繼續致力打造以
「全渠道」為核心的業務模式運營的行業領
先平台。

傳貝恩資本悉數配售套逾10億
此外，市傳美國私募基金貝恩資本擬按每

股1.12元至1.15元悉數配售國美電器9.22億
股，套現10.33億至10.6億元，較昨收市價
折讓2.5%至5.1%。國美昨日收報1.15元，
下跌約2.5%。

中移動內地4G數據共享下月底暫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偉聰）中移動(0941)剛重

返「紅底股」，旗下中國移動香港昨日就宣布，下
月28日起，暫停中國 4G 網絡數據共享服務，現有
用家於內地將會由4G變成2G及3G 網絡共享用費計
劃的數據服務。如用家想於內地使用 4G 網絡，用
家每日必須多付50元，而且相關數據更需於用戶月
費計劃中扣除。對於往返兩地的用家來說，有如變
相加價。
本報記者昨日到中移動香港的門市查詢相關詳情，

店員表示內地的4G網絡共享數據服務，只是給用家試
用，並已列明相關條款。有分析指出，中移動香港的
4G Pro服務在去年11月已加價兩成，是次服務更改，
相信會令4G Pro服務的吸引力下降。
中移動昨再升1.18%，收103.3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易）好孩
子國際(1086)前晚發盈警，預期去年
純利大跌七成，主要受收購及項目
相關開支，以及併購令銀行貸款成
本及利息開支增加影響，但集團

指，相關費用大部分屬一次性。
受公司發盈警消息拖累，好孩子

股價昨一度重挫逾11%，全日收報
2.11 元，跌 9.83%，成交 3,702 萬
元。

好孩子發盈警跌近一成

香港文匯報訊 越秀交通（1052）
昨公布，去年12月份路費收入為
1.68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
增長2.5%；去年全年累計路費收入
18.6億元，同比增5%。
該公司表示，年內一直積極爭取

增長潛力較大的中、西部省份大型

投資機遇。
於去年12月，集團以總代價約
19.5億元，收購湖北隨岳南高速公
路有限公司70%股權，該高速公路
全長約達100公里，剩餘特許經營期
限超過25年，預計將有利於集團的
未來營運管理和收入貢獻。

越通去年路費收入增5%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易）上月
慘遭洗倉的餐飲股喜尚控股(8179)，
踏入2015年仍然無運行。集團旗下
一間食肆昨午遭人惡意破壞，大閘

及招牌被人淋紅油，拖累股價逆市
重挫，一度大跌逾14%；全日收報
0.212元，跌9.01%，成交2,559萬
元。

喜尚荃灣店被淋紅油股價跌9%

香港文匯報訊 創興銀行（1111）昨宣布推出新的人
民幣定期存款優惠，年利率最高3.88%。推廣期由即日
起至3月14日止，持有創興銀行港元及外幣（包括人民
幣）儲蓄賬戶的客戶，以全新資金敍造人民幣定期存
款，可享高達3.88%年利率優惠。
合資格客戶於該行以全新資金兌換人民幣100,000元

或以上，並敍造6 個月或12個月人民幣定期存款，再
享20 點子之人民幣兌換價優惠。此外，客戶凡以電匯
方式匯入「全新資金」人民幣50,000 或以上並敍造下
列人民幣定期存款，均可獲豁免匯入電匯手續費。

大新送床單引兒童開戶

另外，新一年，大新銀行推出一系列Doraemon卡通
人物兒童儲蓄戶口開戶迎新優惠，助小朋友培養儲蓄習
慣。由即日起至2015年6月30日，詳情如下︰以5,000
港元或以上金額成功開戶並維持開戶金額於戶口內達一
個月即場可獲贈Doraemon精美禮品乙份。此外，成功
開戶並維持30,000港元或以上開戶金額於戶口內達一個
月及家長同時成功申請以下其中一項大新銀行服務
(360°「易出糧」服務 / 大新八達通App卡 / 設立自動
轉賬繳付賬單 / 優易綜合理財戶口/ Doraemon綜合理
財戶口) 即可獲贈Doraemon單人床單套裝乙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外電引述市場消息透

露，錦州銀行計劃在年內啓動赴港公開招股(IPO)上市

計劃，集資約6億美元(約46.5億港元)。內地證券行

亦扎堆來港集資，市傳國聯證券、廣發證券及華泰證

券均有意今年在本港掛牌，總計集資額約171億元。

今年伊始，香港IPO市場明顯由內銀、券商撐起。

中國結算香港子公司開業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證券登記結算公司(簡稱

「中國結算」)香港子公司中國證券登記結算
（香港）昨舉行開業儀式。中國結算董事長周
明、港交所（0388）行政總裁李小加出席開業
儀式並為公司揭牌。
周明表示，設立香港子公司為中國結算更好

服務資本市場雙向開放提供了重要平台，也是

中國結算走向國際化發展的重要一步。中國結
算香港子公司將在立足做好滬港通、深港通、
基金互認項目登記結算業務的支持服務工作
外，進一步積極探索境內外基礎設施互聯互通
工作。
中國結算香港子公司由中國結算全資設立，

並於2014年12月31日在香港正式註冊成立。

45.4%

■■中國結算董事長周明中國結算董事長周明
((左左))及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及港交所行政總裁李
小加出席開業儀式並為小加出席開業儀式並為
公司揭牌公司揭牌。。

■中國智能集團成為澤維公司最大股東，三
合作方代表大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