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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
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重要提示：
1. 公司子公司西藏康盛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以不超過人民幣1億元現金（含1億元）認購
陝西廣電網絡傳媒（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非公開發行股份5,491,488.00股，非公開發
行價格為18.21元，限售期36個月。
2. 本次公司對外投資不構成公司關聯交易事項。
3. 陝西廣電網絡傳媒（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非公開發行股份事項尚需獲得相關部門以
及中國證監會核准，存在不確定性。

一、對外投資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西藏康盛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康盛投資」）與陝西廣
電網絡傳媒（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簡稱「 廣電網絡」，股票代碼600831）簽
署《股份認購協議》，康盛投資以不超過人民幣1億元（含1億元）現金認購廣電網絡
非公開發行股份5,491,488.00股，非公開發行價格18.21元，限售期36個月。本次認
購完成後，康盛投資將持有廣電網絡5,491,488.00股，為其股東。
    廣電網絡此次非公開發行以18.21元/股向不超過10個戰略投資者定向募集約9.55
億元人民幣，限售期36個月。詳見廣電網絡2015年6月17日在《上海證券報》及上海
證券交易所網站（www.sse.com.cn）相關公告。
    本次對外投資事項屬於公司股東大會對公司金控平台相關對外投資事項批准範圍
內，是公司金控平台積極推進公司參與其他上市公司戰略投資業務的舉措之一。

二、投資主體介紹
    康盛投資作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代表公司作為戰略投資者參與此次廣電網絡非
公開發行股份認購。
    （一）康盛投資基本情況

公司名稱 西藏康盛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企業類型 有限責任公司
住所 拉薩市柳梧大廈3樓305室
法定代表人 鄭國強
註冊資本 5000萬元人民幣
成立日期 2015.4.1

經營範圍

創業投資、實業投資、資產管理、融資理財諮詢、信託理財諮詢、
委受托理財諮詢、商務諮詢、信息諮詢、企業管理諮詢、投資管理
諮詢、金融服務諮詢、勞務服務（不包括勞務派遣）[依法須經批准
的項目，經相關部門批准後，方可經營該項活動]。

    （二）康盛投資業務介紹
    康盛投資作為公司金控平台的主要運作主體，主要業務包括股權投資和證券市場
投資。其中，股權投資的主要投資方向為戰略新興產業，包括大健康、大環保、大消
費、互聯網、智能製造等；證券市場投資的主要投資方向包括二級市場股票投資、上
市公司戰略投資、新三板投資等。
    （三）康盛投資股東情況
    康盛投資控股股東為上海名城鈺企業發展有限公司，持有康盛投資70%股權（上
海名城鈺企業發展有限公司為公司全資子公司，其中公司直接持有其51%股權，公司
全資子公司名城匯（上海）投資有限公司持有其49%股權）；康盛投資另一股東為上
海康橙投資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康盛投資30%股權，上海康橙投資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成立於2014年，註冊資本2000萬元，法定代表人孫鋒。
三、發行人基本情況 
    陝西廣電網絡傳媒（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為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票簡稱
「 廣電網絡」，股票代碼600831，是陝西省行政區域內唯一合法的有線電視、有線
數字電視運營商，同時也是陝西省行政區域內擁有合法ISP接入業務的服務商，是陝
西省電子政務傳輸網建設支撐企業，也是全國首家實現省域網絡全程全網整體上市的
省級廣電網絡公司，主要從事包括視音頻業務、信息服務、集團專網、互聯網接入、
節目運營、股權投資在內的全媒體、多網絡、綜合性業務。 控股股東為陝西廣播電
視集團有限公司，目前持有廣電網絡36.07%的股份，實際控制人為陝西省新聞出版
廣電局。
四、本次投資對上市公司的影響
    1、本次公司子公司康盛投資參與上市公司廣電網絡非公司發行，係公司對新興
產業的戰略介入，預計可能對公司中長期盈利能力的提升及長遠發展帶來積極影響。
    2、廣電網絡本次非公開發行價格（18.21元/股）為定價基準日前20個交易日公
司股票均價的90%，相對於停牌價24.47元/股，溢價34.38%，定價相對公允。
    3、廣電網絡此次非公開發行股份事項尚需獲得相關部門以及中國證監會核准，
存在不確定性。同時，本次公司參與非公發行限售期36個月，存在投資不確定性風
險。敬請投資者注意風險。
    特此公告。

上海大名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5年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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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名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子公司參與陝西廣電網絡傳媒（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開發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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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婉玲）銀聯通寶昨
宣布，中國銀聯以股權佔比3%入股銀通，雙
方將共同拓展移動支付服務，計劃在今年第四
季推出全港首創的移動「閃付」服務，以及移
動終端遠程在線支付服務。
銀通將會為銀聯的移動支付提供 TSM

（Trusted Service Manager）移動支付平台，
包括年初推出的多功能SIM卡技術。香港消
費者可以在本地及內地接受非接觸式支付交易
的終端機使用；內地持卡人亦可在本港使用銀
聯「閃付」。
銀通行政總裁蔡炳中昨在記者會表示，今

年初已推出的多功能SIM卡技術，可支援不
同型號的智能手機、不同電訊商，以及配合各
間銀通會員銀行使用。在港使用「閃付」服務
每次交易額為500元以下，惟每日最高交易額
仍有待銀行決定。
目前內地可接受「閃付」服務的終端機超過

500萬部，港澳地區共有3,200部。蔡炳中認為
香港在流動支付服務發展方面比內地落後，希
望在年底前香港的「閃付」終端機可增加至1
萬部，預料主要商戶為便利店和超級市場。問
到會否考慮將銀通上市，蔡炳中指暫無此意，
目前急切的目標是幫助香港銀行界推動流動支
付服務，會在適當時間才考慮是否上市。
銀聯總裁時文朝表示，銀聯發卡量已逾50

億張。今次與銀通合作在香港推行「閃付」服
務作為試驗，將來有機會將該服務擴至全球，
未來雙方的合作或不限於支付領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偉聰）澳門博彩業至今未見
起色。市場原先預期上月開幕的銀河二期有助挽回劣
勢，但銀娛（0027）主席呂志和昨日於股東會後表示，
項目開幕至今錄得理想客流，惟生意未及預期，坦言
「與預期有多少出入」。對於澳門政府推出禁煙令，他
亦坦言對博彩業有一定影響，只冀禁煙令不會一刀切。

冀暑假旺季生意好轉
呂志和指，銀河二期表現稍遜預期，但預計慢慢將

向好。副主席呂耀東認為初期表現尚算不錯，強調二
期項目主打中場業務，生意模式與過往不同，僅設兩
個新貴賓廳；新項目只開幕了短短不足一個月，需更
多時間發展，冀市場有耐性。呂耀東又指，對二期的
非博彩業務表現感到滿意，酒店在開幕至今所有周末
均爆滿，有信心未來幾年非博彩業務會慢慢有進步，
期望6月考試季節過後，7月及8月傳統暑假旺季的生
意會轉好。
對於澳門禁煙令問題，呂志和指明白到社會對衞生

有要求，旗下賭場亦已按規定興建吸煙室。他又坦言
禁煙的影響不小。呂耀東補充，政府對禁煙令的討論
尚未有定案，重申一刀切未必是最好的做法，冀政府
多聽意見及深思熟慮，尋求共贏的解決方法。

銀河二期表現未如理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敏儀）安達人壽昨日於本港
開設亞太區首間環球財富中心。安達人壽香港總裁藍沛
樂表示，亞太區市場的客戶增長近年每年均有雙位數升
幅，公司未來以香港為據點，加強區內市場發展，特別
是高級客戶。內地與香港基金互認即將推出，他相信可
增加市場對投資及保險產品的關注，衍生新商機。藍沛
樂表示，相信未來亞太區市場將持續增長，主要動力來
自東南亞及內地，公司設立環球財富中心及組成優越財
富管理顧問，將有助發展區內業務，其中特別針對高級
客戶市場。他又指，現時公司的市佔率增長高於行內平
均水平，期望今年可保持優勢。

安達人壽港設財富中心

港次季出口指數一年新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敏儀）繼今年首季結束一
年的跌浪後，貿發局公布第二季出口指數繼續攀升，
按季升1.9至46.8，創一年新高。歐美日及內地主要市
場指數均上升，預料下半年環球經濟前景向好。其中
玩具業升幅最強勁，按季反彈13.1至52.5，為近4季

中唯一於50盛衰線之上的行業。該局環球市場首席經
濟師潘永才指，玩具業表現需視乎產品周期及依賴電
影效應帶動銷量，前景較為波動。
該局研究總監關家明表示，雖然第二季出口指數有

改善，但仍低於50盛衰線，反映出口表現依然處於收
縮，難以估計何時才可突破50關口。年初預測今年出
口總值升3%，他認為下半年出口將繼續改善，有信
心達到目標。

玩具業短期仍樂觀
玩具業指數於今季大幅反彈，潘永才解釋主要由於
沉寂已久的電子玩具銷量大增，同時電影周邊產品亦
大受歡迎，帶動整體表現。不過，他指由於這些產品
的銷售要視乎周期，較為被動，玩具業的表現將較波
動，短期內仍樂觀。電子業及鐘錶業繼續造好，分別
按季升1.9至47.5，以及升5.9至45.1。
本港的主要出口市場，包括歐盟、美國、日本及內
地指數均接近50，其中歐盟指數有較明顯升幅，升

1.9至48.6，反映港商的信心轉強。對於市場擔心希臘
債務談判破裂或影響歐盟經濟，潘永才認為事件未會
對港商出口造成影響，一來希臘脫離歐元區的機會
微，其次有關債務不影響一般消費者及銀行，強調對
歐盟出口已有明顯改善。

加息對出口商有利
美國加息聞樓梯聲已久，關家明指出，出口貿易對
加息的敏感度低，未會增加經營成本，加息反而對出
口商是好事，因反映美國經濟好轉。他提醒國際間貨
幣政策不一，匯率波動對出口商將造成明顯影響。
對於近期香港面對政改爭議及新沙士的陰霾，關家
明表示，去年「佔中」運動曾接近展覽會場，但對旗
下展覽無大影響，相信即使政改再生衝突，只要不對
工商業區構成阻礙，未會對出口帶來影響。而韓國爆
發新沙士，他稱有港商代韓國公司生產電子零部件，
但未有聽聞生產及物流出問題，暫時對本港出口無影
響。

■關家明（中）指出口表現依然處於收縮。 曾敏儀 攝

富達料美9月加息 不超兩厘

新股遇冷 紅星美凱龍招股未足額
IMAX中國擬港IPO籌23億

新股招股方面，綜合多間券商，首日為聯想控股借
出10.99億元孖展額，相當於公開發售僅超購

0.45倍；維太借到近8,360萬元孖展額，相當於公開發
售超購0.28倍。紅星美凱龍借到5.63億元孖展額，未
足額。

聯想控股僅超購0.45倍
紅星美凱龍首席財務官席世昌昨在記者會表示，截

至去年底公司負債率30.9%，較同行為低，相信隨着
業務發展，有關比例將會降低。早前公司由Ａ股排隊
上市轉至香港，主要原因是本港市場透明度高，更可
接觸到全球投資者，有助業務國際化發展。
對於公司在廣州的商業糾紛，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
車建興表示，主要因出租方與原承租方之間的商業糾
紛，令出租方無法提供場地予公司，但公司作為委託
管理方會盡力保障租戶的利益，並會保留法律追究權
利。

紅星美凱龍2683元入場
紅星美凱龍每股招股價介乎11.18元至13.28元，每

手買賣單位200股，入場費約為2,682.76元。該股將
於本周五（19日）中午截止招股，下周五（26日）正
式掛牌。公司共引入5名基礎投資者，合共認購3.3億
美元股份，分別為BosValen Master Fund、中國建材
（3323）、Falcon Edge Global Master Fund、香港格
力電器及山東省國有資產投資控股。
按招股價中位數12.23元計，是次集資淨額所得約
63.36億元，約40%擬用於開發9個新的自營商場；約
26%用於投資或收購其他傢俬零售商；約14%用於現
有債務再融資；約10%用作電子商務業務及訊息技術

系統的開發資金；餘下10%為一般營運資金。

新銳醫藥轉主板升4%
新銳醫藥（6108）昨日轉往港交所主板上市，該股

昨日最高見0.9元，收市報0.78港元升4%，總成交股
數約8,800萬股，總成交金額約7,200萬元。
新銳醫藥主席兼執行董事周凌表示，自2013年創業

板上市以來，業務不斷擴張，未來將不斷物色收購或
與從事醫藥相關業務公司合作的機會，以進一步擴大
集團的業務規模。
市場消息指，運動相機GoPro的主要生產商天彩控

股（3882）已通過上市聆訊，將於明日舉行記者會公
布招股詳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易）市場不利消息接連湧現，
近20隻恒指成分股跌穿港股「大時代」前的收市價。恒
指昨再跌295點，但有資產管理公司判斷，港股只是未完
成調整，投資者毋須急沽港股。內地進一步採取寬鬆財政
及貨幣政策下，料港股可繼續受惠。

人行放水可抵消影響
美國經濟數據向好，市場預期聯儲局最快9月加息。富
達國際投資股票部環球投資總監Dominic Rossi昨於投資
展望會判斷，市場不會接受聯儲局大幅度加息，故預期息
口攀升幅度小而緩慢，不會超過兩厘。
一旦聯儲局加息，港股或遭牽連受壓，但Rossi認為人
行放水可抵消美國加息的負面影響，港股上升仍有支持。
他預計，內地未來的增長策略將側重於微觀層面，包括提
升企業營運效率，以及勞動人口生產力等，國企改革是重

中之重。在政策控制下，料人民幣匯率保持穩定。

希臘料最終不會脫歐
恒指當前面臨的難關中，希臘違約是重要的一個。

Rossi分析，希臘債務問題談判破裂，反映希臘無力償還
債務，極可能出現債務違約。惟他相信希臘離開歐元區的
機會不大，因歐盟出於地緣政治考慮，不希望希臘加入親
俄陣營，雙方最終可就債務問題達成協議。
環球股市方面，美股受企業盈利及派息增加帶動，年內

將維持強勢。Rossi預計，美企盈利增長可持續至明年，
聯儲局加息或令美股在第四季稍微調整，但長遠仍然向
好，其中科技、媒體及金融服務業可帶動大盤上升。
至於A股未獲納入MSCI新興市場指數，Rossi認為只

是時間問題。鑑於一旦A股獲納入MSCI，將佔新興市場
指數約40%，建議基金經理現時可着手準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港股表現

反覆，連帶影響昨起招股3隻新股的表現。

紅星美凱龍（1528）首日招股未足額，聯想

控股（3396）及維太移動（6133）輕微超

購。新股認購慢熱，但未有阻礙其他公司來

港上市的步伐。市場消息指，在美國上市的

IMAX旗下IMAX中國計劃最早在第三季度來

港上市，擬集資 3 億美元（約 23.4 億港

元），上市是公司有意擴張中國業務融資計

劃的一部分。公司已聘請摩根士丹利擔任獨

家保薦人。

■車建興（左二）指，公司會盡力保障租戶的利益。 張偉民 攝

■Dominic Rossi指，市場不會接受聯儲局大
幅度加息。 張易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萃華）月初市傳混改最終方
案將於短期獲批，一度炒起內銀股股價。交通銀行
（3328）昨終在上交所發公告指，早前遞交的改革方
案已經國務院批准。
交行公告指，方案包括完善內地特色大型商業銀行

的治理機制，堅持國有控股地位，同時會改善股權結
構，探索引入民營資本，積極發揮戰略投資者作用，
探索高層和員工持股制度。
另外，方案亦會完善授權經營制度，激發體制機制

活力，發揮董事會、高層和監事會作用，同時加強用
人、薪酬和考核機制的改革，落實風險責任制，強化
企業內部監督等內部配套改革。

交行混改方案獲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