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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美控股行政總裁鄭吉崇昨在記者會表示，與百
度過去一年磨合順利，引入百度主要看好對方於

搜尋、線上地圖、技術及票務支付方面優勢，合作獲主
要股東陳國強及楊受成支持。鄭氏還透露，星美與百
度已在研發戲院眾籌平台，預計該平台很快會推出。

配股3大戶淨籌8.87億
據星美控股公布，向三名認購人包括厚樸投資全資

附屬Vitel Group、百度（香港）、天安財產保險分
別配售2億股新股（即合共6億股），同時再向不少
於6名承配人配售6億股新股份，每股配售價較前收
市價每股股份0.88元折讓約15%。這亦是繼線上票
務及聯名卡後，星美與百度第三度合作。
8.87億元集資淨額擬悉數用於補充資本開支，星美

控股執行董事兼首席財務官伍鑑津解釋，今年全年資
本開支約15億元，減去是次配股所得約9億，剩餘6
億缺口將由EBITDA補充，主要用於內地新建及併購
戲院。

內地3年內增至500間戲院
截至去年底，公司於內地共有約90間戲院，鄭吉

崇表示，未來將加快擴充速度，冀今年底能增至180
間，三年內增至超過500間。新戲院首選租金較便宜
及市場增長較快的二三線城市。香港由於租金昂貴，

暫不會考慮。
內地境內戲院票房收入今年首五個月平均增長

56%，星美控股旗下戲院同期增長82%，明顯跑贏
大市。不過，公司卻有意將更多精力放在戲院以外業
務，包括上月剛提出的「兩公里生態圈」。

將力拓「兩公里生態圈」
所謂兩公里生態圈，目的是引導戲院周邊消費者購

買柴米油鹽、通訊、旅遊等線下「副」產品。伍氏透
露，正考慮利用「星美生活」平台，推出「網購生活
用品送戲飛」，相信利潤可觀，有望超過票房利潤。
今次引入百度入股，鄭氏不諱言看中對方在網絡搜

尋、流量、票務支付等技術方面優勢明顯，認為可支持

星美打造兩公里生態圈，他無正面回應百度是否有意進
一步增持星美控股，只稱雙方合作會愈來愈深入。
公司去年非票房收入佔比約45%，鄭氏指，長遠

目標是將票房收入佔比減至30%，惟他強調，這不
意味將放緩戲院擴張，而會更快發展O2O業務。
至於其他入股者，鄭氏表示，可與天安財險合作設

計金融產品，於星美生活平台推出。

未來或就重大收購再集資
伍氏則稱，未來不排除就重大收購再次集資，目前

已有兩個項目在洽談。至於是次配股會否分薄派息，
他承諾，今年會維持將利潤所得的30%用作派息，
而公司今年至今的盈利較去年同期「好非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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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巨頭紛染指影視產業

香港文匯報訊 相繼有內地互聯網巨頭染指
影視產業。其中，馬雲更兩度夥同演藝人士作
出投資，先是去年 12 月 20 日為阿里影業
(1060)引入金像獎影后趙薇入股；繼而在上月
中，由瑞東集團(0376)夥同內地名導演寧浩、
演員徐崢及貿發局前主席蘇澤光等9位新股
東，入主21控股(1003)。騰訊、小米等，亦投
資了不少視頻資產。
昨日影業股則各自發展，星美控股(0198)昨

復牌，收報1.04元，升18.18%。阿里影業收
報3元，跌6.25%；天馬影視(1326)收報4.22
元，升3.69%；美亞娛樂(0391)收報1.43元，
升 0.7%；寰亞傳媒(8075)收報 1.21 元，升
15.24%；中國 3D數碼（8078）收報 0.214
元，跌3.17%；中國星(0326)收報0.14元，升
0.72%。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涂若奔）由於
香港暫未發現韓國中東呼吸綜合症
（MERS）確診個案，港股在連跌兩日
後，昨日反彈逾200點，收報26,907
點，升220點或0.83%，主板成交縮減
至1,243億元，為5月18日以來最低。

分析員普遍認為，「新沙士」仍是一
大隱憂，再加上美國聯儲局下周議息
和香港政改等不確定因素，均令投資
者對市場持觀望態度，料本周內港股
仍會維持弱勢。
由於本港「新沙士」懷疑個案為一

場虛驚，加上隔晚美股急升，市場氣
氛大為改善，恒指昨日早市高開250點
報 26,938 點，並很快升至全日高位
26,991點，但始終未能升穿27,000點
關口，全日高低波幅只有152點，收報
26,907點，升幅為0.83%。

超人增持效應 長實續受捧
藍籌股普遍造好，長實地產(1113)在

長和系主席李嘉誠增持光環加持下，
繼續受到投資者追捧，昨日收報68.05
元升3.74%，是表現最好的藍籌股。中
移動(0941)升穿100元關口重上紅底，
收報100.1元 升2.35%。領匯(0823)可
分派收入增幅放緩，但仍被視為穩健
的收息股，收報45.9元升1.66%。內銀

和內險板塊也繼續保持升勢。濠賭股
被拋售，銀娛(0027)和金沙中國(1928)
均跌逾1%，在藍籌股中敬陪末席。

氣氛轉淡 短期料下試26300
金利豐證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几

昨日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新沙
士」未有確診個案，在一定程度上消
除了市場顧慮，但未來仍有可能不斷
出現疑似個案，成為市場趁機沽售的
借口。他表示向來相信「五窮六絕」
的說法，今年亦不例外，暫時未看到
市場有重大利好消息足以刺激股市，
故認為恒指走勢不太樂觀，預計短期
內會下試26,300點。
天行聯合證券聯席董事李偉傑亦表

示，目前市場氣氛審慎，投資者信心
薄弱，加上政改方案下周表決，料恒
指要到6月底才會好轉。 中國銀盛財
富管理首席策略師郭家耀則認為，在
本輪拋售完成後，恒指短線可企穩於
26,500點附近，反彈目標27,000點水
平。

香港文匯報訊 日前訪美的阿里巴巴主
席馬雲在演講中慨嘆指，若人生有第二次，
將不會讓阿里上市，保持私有化，他受不了
美國獨立董事的文化。據外電報道，與馬雲
同一境況的，還有很有中國概念股，外電報
道指，中國公司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撤離
美國股市。普華永道昨指出，對中國TMT
（科技、媒體和電信）企業而言，內地資本
市場能夠給予TMT行業較高估值及未來註冊
制的實施，越來越多的企業將選擇在A股上市
或在新三板掛牌。

今年來已有12公司準備退市
根據彭博匯總的數據，今年已有12家在
美國上市的中國公司收到了總計106億美元
的收購要約，準備從美國退市。其中最新的
兩位成員是規模22億美元的社交網站人人
公司和北京的數據中心運營商世紀互聯，兩
者在本周三都宣布收到了私有化要約。人人
公司收到兩名高管9.76億美元的報價，世紀
互聯接到執行長、金山公司和清華紫光國際
14億美元的收購要約。
Pacific Crest Securities表示，中國公司正

紛紛離開美國，回到A股市場上市，因為A股

漲幅在全球首屈一指，而相關審查也更加寬
鬆。2013年在賣空者Carson Block的壓力下
被迫從紐約退市的中國廣告公司分眾傳媒6月
3日表示，公司計劃在深圳借殼上市。該行分
析師指出，一些中國公司感覺自己受到冷
落，或者是相信自己回到中國後能獲得更高
的估值，他們正想辦法私有化，然後回到A股
市場重新上市。

美上市中資股大幅跑輸A股
今年只有三家中國公司在美國進行了首次

公開募股，共計募集資金1.63億美元。阿里
巴巴等15家公司2014年在美國上市募集資
金295億美元，創下歷史最高紀錄。
過去一年，彭博在美上市中資股指數上漲
32%，相比於上證綜合指數149%的漲幅為
五年來最弱。今年的私有化要約規模刷新了
2012年創出的81億美元的歷史紀錄。由於
監管機構對企業借殼上市展開嚴格審查，
2012年有19家在美上市中資股退市。

成本高估值低美IPO吸引降
普華永道中國科技行業主管合夥人高建斌

昨表示，赴美IPO有成本高、估值較低等劣

勢，對中國科技企業的吸引力正下降，預計
今年中國赴美上市科技企業數量將下降。不
過，部分中國企業基於公司戰略、提升海外
知名度等目的，近期仍會堅持在美上市。
目前內地創業板的平均市盈率高達141

倍，而內地優秀互聯網企業在美國上市也就
30-50倍市盈率，例如阿里巴巴的55倍，百
度的38倍。

TMT企業選上A股新三板增
高建斌還指出，風投資金在TMT企業的
退出渠道方面，上市和併購肯定是並駕齊驅
的。即使未來內地股市實行註冊制，上市資
源也遠不能滿足企業需求。「我們預期（中
資TMT企業）美國上市今年要比去年少，
在A股上市今年要比去年多，新三板肯定也
會多，但很難定義為（風投）退出。」
他說，百度、阿里巴巴和騰訊（0700）
三大互聯網巨頭及一些新興互聯網大型企
業，未來仍有大量併購需求，主要是為了迅
速增加用戶及獲取核心技術等，因此通過併
購退出風投資本業仍將較為常見。
私募股權投資基金和創業投資近年來大

量投資於TMT行業。據普華永道最新發
布的MoneyTreeTM中國TMT報告，去年
私募和創投在中國TMT行業的投資總額
達159億美元，創下紀錄新高。

在美受冷落 中概股掀私化潮
香港文匯報訊 在美國上市的中國

概念股陸續以各種形式回歸。金山軟
件（3888）昨公布，計劃以每股23美
元全面收購世紀互聯的美國預託股
份，約有18%溢價。此外，A股鞋企
奧康國際周三晚亦公告稱，斥資
7,734.45 萬美元（約 4.8 億元人民
幣），受讓美國中概股蘭亭集勢
25.66%股權，成為後者第一大股東。
世紀互聯為中國互聯網基礎設施服

務提供商。據公告，金山軟件持有已
發行世紀互聯普通股總數約11.11%及
任何世紀互聯股東大會約20.35%投票
權。世紀互聯於2011年在美國上市，
去年9月曾經遭遇研究機構Trinity
Research Group做沽空，導致股價大
幅波動，其後獲金山軟件、小米以及
新加坡淡馬錫聯手入股。
這次金山軟件聯同世紀互聯董事長

陳升、清華控股旗下的紫光集團向世
紀互聯提交一份不具約束力之建議
函，藉以收購尚未由買方擁有之世紀
互聯全部已發行在外普通股。收購代
價為每股美國預託股份現金23美元
或每股普通股約3.83美元，較截至6
月9日為止最後15個交易日之平均收
市價溢價約17.7%。

另外，奧康國際公告顯示，奧康
國際透過香港子公司向蘭亭集勢的6
大股東收購他們手持的部分普通股
和 ADS（美國存託股份），每股
ADS相當於2股普通股。每股ADS
轉讓價格為6.3美元，相當於在本周
二協議簽署日前一天收盤價4.98美
元基礎上上浮26.5%。收購涉約4.8
億元人民幣。

奧康成蘭亭集勢第一大股東
公告稱，轉讓完成後，奧康國際成

為蘭亭集勢第一大股東，但未取得公
司的實際控制權。
蘭亭集勢是一家全球電子商務公

司，通過幾十種語言服務全球顧客，
主要市場在歐洲和北美，核心品類包
括服裝、家居和各類配件。公司去年
虧損2,998.7萬美元，今年一季度虧
損2,160.4萬美元。

傳統行業打造「互聯網＋」
奧康國際稱，此次投資蘭亭集勢，
成為其戰略合作夥伴和重要股東，旨在
利用雙方在傳統行業和互聯網領域的
資源優勢，共同打造傳統行業「互聯
網＋」戰略，提升公司整體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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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制葯首掛僅微升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受市況波動影
響，今年新股凍資榜第三位的內地生物製藥公司
三生制葯(1530)首日掛牌僅微升，全日收報9.35
元，較招股價9.1元升2.75%，投資者每手賺125
元。三生制葯昨高位見9.82元，低位9.31元，成
交2.33億股，涉及金額22.2億元。
公司首席財務官譚擘昨在上市儀式上表示，四

成五集資所得將用作併購，認為現時是好時機；
併購方向主要是生物製藥領域，包括已有產品的
公司、有在研產品的公司及產品已推出市面的公
司，亦會考慮收購化學藥品的平台，但暫時沒有
在談的項目。至於餘下五成五資金將用於研發及

擴大營銷等。公司將不斷推出新
產品，年內將有幾項在研產品可
推出市場。
另一方面，內地食用菌產品供

應商中國綠寶集團(6183)已於昨中
午截止公開發售，市場消息透
露，其公開發售初步超額認購逾
13倍，招股價範圍是4.58至5.18
元。綠寶將在本月18日掛牌。

百信孖展超購逾104倍
百信藥業(0574)昨日孖展截止，

超額認購逾104倍。據悉5間券商合共為其借出近
36.915億元孖展額，其公開發售集資3,500萬元。
內地獨立煤層氣生產商亞美能源控股(2686)昨首日
認購反應慢熱，4間券商為其借出近5,100萬元，
其公開發售集資2.82億元，現時仍未獲足額認
購。
此外，內地傢俬紅星美凱龍今日路演，消息指

公司將會在下周二起招股。下周一接力有聯想
(0992)母公司聯想控股及維太移動開始路演，市場
消息透露，聯想控股初步訂在本月16至19日公開
招股，本月29日上市，集資約156億元。另外，
市傳魯證期貨已通過上市聆訊。

■三生制葯昨掛牌，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婁競(左六)與一眾嘉賓出席
上市儀式。

「新沙士」虛驚 港股反彈

■港股連跌兩日後，昨反彈220點，
主板成交縮至1,243億元。 張偉民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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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美引入百度主要看好其於搜星美引入百度主要看好其於搜
尋尋、、線上地圖線上地圖、、技術及票務支付方技術及票務支付方
面優勢面優勢。。圖為伍鑑津圖為伍鑑津。。 張易張易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張易張易））影視產業繼續升級影視產業繼續升級「「互聯網互聯網++」。」。影院營運商星美影院營運商星美

控股控股（（01980198））昨宣布以每股昨宣布以每股00..7575元元，，向百度等配售向百度等配售1212億股新股億股新股，，集資集資99億元億元。。

由於認購者包括內地互聯網巨頭百度由於認購者包括內地互聯網巨頭百度，，市場憧憬星美控股會變成第二隻阿里影業市場憧憬星美控股會變成第二隻阿里影業

（（10601060），），帶挈大小股東勁賺帶挈大小股東勁賺。。星美控股昨早復牌星美控股昨早復牌，，股價最高曾見股價最高曾見11..11元元，，升幅升幅

2525%%；；收報收報11..0404元元，，升升1818..1818%%，，成交成交66..5454億元億元。。

冀翻版阿里影業冀翻版阿里影業星 美

百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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