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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敏儀）國美電器
（0493）周二公布全面收購電子產品連鎖店大
中。首席財務官方巍昨於記者後表示，集團過去
一直通過委託和貸款方式經營大中，是次收購的
意思在於可避免重複繳交所得稅，料可為國美節
省3,000萬元（人民幣，下同）至5,000萬元稅務
支出。
另外，董事會提出向大股東黃光裕發行新股
「以股代租」以節省物業租金，昨日遭股東於股
東會否決，未來將繼續與股東商討其他節省成本
的方法。對於有傳黃光裕提前於今年出獄，他稱
純屬謠言。
國美電器早前公布，以現金代價38.3億元向獨
立第三方北京戰聖收購大中全部股權，方巍解釋

大中並不是新項目，昨日的收購動作是用以完成
當年未完成的法律程序。

收購仍待商務部審批
他續指，自2007年以來，集團一直通過委託和

貸款方式經營大中，並取得全部經濟利益。是次
交易的有關款項於2007年已支付，對現時的現金
流無影響。完成收購意味着國美直接擁有大中，
可避免重複繳交所得稅，將節省3,000萬至5,000
萬元。

否決「以股代租」方案
不過有關收購仍在向商務部申請當中，需待法
律審批程序完成方可作實，料需時3個月。問及為

何交易拖延7年，他稱主要受制商務部的審批。
另外，該集團董事會昨於股東會提出，向大股
東黃光裕發行新股「以股代租」以節省北京鵬潤
大廈的租金，動議遭股東否決。方巍稱無深究反
對的原因，未來將繼續與股東商討其他節省成本
的方法。
集團預料鵬潤大廈的租金每年或將上調5%，因

此期望通過有關安排來預支10年租金換取2億元
的折扣。董事會早前提出向大股東黃光裕發4.5億
股新股，每股作價1.9元，較當時前收市價折讓
12.4%，以支付部分租賃款項。
另外，對有傳集團黃光裕提前於今年出獄，方
巍稱純屬謠言，無收到有關訊息。若有提前出獄
的消息集團會刊登相關公告。

國美購大中慳稅5000萬

■■馬雲馬雲（（右右））今次拍住靚佬湯搵食今次拍住靚佬湯搵食。。

■方巍指，收購可以避免重複交稅。 曾敏儀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敏儀）上市5年多以
來從未派息的俄鋁（0486），其行政總裁Oleg
Mukhamedshin昨於記者會表示，由於今年淨負
債持續減少，最快可於第二季後派息，派息比率
最高為淨收益的50%，有關決定將於周五股東
會公布。

淨負債大幅減少
Mukhamedshin表示，至今年首季，集團的淨

負債由2009年以來大幅減少37%至86.24億元；
首季的EBITDA（稅前收入）按年增加3倍至
7.21億元。據與債權人的合約，符合派息槓桿比
率的要求，因此最快今年第二季後可以派息。
翻查資料，該集團於2010年初上市時曾背負
高達147億元的債務，上市時曾向債權人承諾，
淨負債對EBITDA比率小於3倍時才可派息，當
時估計目標至少要2013年才能達到，若今年派
息，亦較預算為遲。

財務表現續改善
集團於去年度轉虧為盈，Mukhamedshin表示

今年首季財務表現持續改善，首季EBITDA按
季增加11%至7.21億元，現金成本下降14%至
每噸1,437元，鋁材的銷售增加7%至935公噸，

毛利率亦上升3個百分點至29%。他表示，上述增長主
要受惠於發展高毛利產品，目標於2020前高毛利產品將
佔總銷售額的55%，現時佔41%。

油價跌節省成本
另外，Mukhamedshin指受油價下滑帶動盧布匯價下

跌，令集團節省55%至60%的現金成本，EBITDA中有2
億元由匯價貢獻。
早前由於鋁材價格跌至歷史低位，該集團因而減產，

Mukhamedshin預料投資者將重投商品市場，今年價格將
穩定下來，年底前每噸可重上2,000美元，遂計劃至今年
底將增加740萬噸至750萬噸的產量。
俄鋁昨收報4.11元，跌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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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湯澤洋）中信大錳（1091）
行政總裁田玉川昨於股東大會後表示，今年6月起，電
解錳價格已由每噸1.03萬元（人民幣，下同）恢復至1.1
萬元，預計下半年能上升至1.2萬元，與去年同期相近。
不過由於內地鋼鐵業不振，他指公司上半年業績面臨壓
力，下半年亦不能太樂觀。
公司本月以2.4億港元收購中國多金屬（2133）16.8%

股份，至於日後會否增持成為第一大股東，田玉川說，
希望公司的聲音在合作中被聽見，適當時候會與股東及
管理層進一步溝通，公司亦會繼續關注與其他多金屬股
東的合作機會。他又指，去年中國多金屬業績不理想，
雙方將探討新的採礦方法並完善開採計劃。
他提到，中信集團集體上市後將整合金屬與地產分

類，旗下的金屬公司均具重組機會，公司屆時會配合母
公司的想法，冀與大股東合作，獲得優質資產。此外，
公司亦關注內地電力改革事宜，現正與廣西及貴州政府
協商，希望享受到直供電或政府補助，進一步降低成
本，目前電價約佔成本30%。

中信大錳料錳價續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偉聰）近期多間於美國上市的
內地企業紛紛提出私有化，有意重回A股上市。本月中
接獲股東提出私有化建議的奇虎360，昨日宣布設立旗艦
搜索引擎「好搜」，以及在香港向QS Search授權作獨
家地區代理，負責接洽海外客戶於公司搜尋引擎「快
搜」落廣告。不過海外業務顧問葉青陽昨日就未有回應
有關公司私有化問題，亦無談及奇虎 360 與酷派
（2369）的手機合作進展。葉青陽於會上介紹好搜，指
其特點是限制搜索結果中的廣告數量，方便用戶搜尋，
每項搜索結果亦非單計廣告商投資額，會顧及連結網站
的質素，按綜合分數排列顯示的次序。對於與酷派成立
合資公司推出手機，葉青陽指暫時未知會否與其他內地
品牌合作，但強調集團3年前與各大手機品牌已經有類
似合作，例如360特供機。

奇虎「好搜」授權在港拉廣告

香港文匯報訊 上月20日停牌至今的漢能薄膜發電
（0566），據路透社昨引述消息人士稱，該公司拒絕港
交所（0388）提出披露母公司賬目訊息的要求。消息
稱，漢能薄膜正考慮以部分收購母公司的方法，來替代
向港交所公布母公司賬目。
根據新方案，整個供應鏈和光伏面板銷售數據均將納

入漢能薄膜發電的賬目中。漢能薄膜去年對母公司的銷
售收入佔到其總體收入的60%。母公司漢能控股並未上
市，因此並不披露財報。港交所稱，根據一般政策，不
就單個公司或單個案例以及媒體報道置評。漢能薄膜發
電在本月15日公布，暫停向母公司出售5.85億美元設備
與服務的談判。

漢能傳拒披露母公司賬目

招商證券傳末季港上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外電消息指，已在
A股上市的招商證券計劃在第四季赴港H股上市，集
資額40億美元至50億美元（折合312億港元至390億
港元），有望超越華泰証券（6886）的347.2億元集

資額，成為今年全球規模最大
的IPO。
按資產規模計算，招商證券

為中國第六大券商。消息指現
時招商證券已選定其投資銀行
子公司招商證券香港、摩通及
大摩為其IPO的安排行，有望
在年內上市。

萬景膺新股「超購王」
另一方面，市傳本港土木工

程服務萬景控股（2193）共錄
得1,800倍超額認購，打破滴
達（1470）的 839.1 倍超購紀
錄，成為今年新股「超購
王」，凍結資金逾144億元，
若以上限 0.8 元定價，集資

8,000萬元。
其他新股方面，首日招股的環球醫療（2666）認購
反應不俗，其他新股仍未足額。據5間券商為環球醫
療借出近30.73億元孖展額計算，超額認購6.26倍。

另外，市傳天韵（6836）國際配售已獲足額認購。

培力控股3126元入場
經營婦產科醫院的和美（1509）及本港中醫藥公司
培力控股（1498）今日加入招股戰陣，現時同期招股
的新股有約9隻，單計昨日已有7隻新股同期招股。
培力控股今日起至30日招股，擬發行7,113萬股，

包括21%舊股出售，整體發行規模中10%為公開發
售，招股價介乎5.16元至6.19元，以每手500股計，
入場費約3,126.19元。股份將於7月8日掛牌。保薦
人為交銀國際。
以招股價中位數5.68元計，是次集資淨額所得為

2.727億元，當中30%用於擴建生產設施及升級現有
生產線，25%將用於在本港及內地地成立新的農本方
中醫診所，20%將用作和國藥控股（1099）合作分銷
產品至新城市，15%用作兩種新中成藥的推廣及開
發，及10%用於一般企業用途。
主席陳宇齡昨在記者會上表示，年內計劃將旗下的

中醫診所數目增加至30間，現時已開設13間。每間
診所成本約50萬元，料3個月可達至收支平衡；亦有
計劃在內地開設首間分店。

■培力控股主席陳宇齡（中）指，年內計劃將旗下的中醫診所數目增加至30
間。 陳楚倩 攝

港新股全年集資額坐亞望冠

馬雲孖實靚佬湯荷里活搵食
阿里影業簽協議 投資《職業特工隊》

公告指出，阿里影業同時會與派拉蒙在《職業特
工隊：叛逆帝國》的票務、衍生商品及電影推

廣領域展開合作。阿里影業表示，有關合作只是公司
國際化的開端，未來將繼續探索與更多國際影業公司
合作的機會。阿影目前已在洛杉磯組建了團隊，在
「電影工業的世界中心」荷里活拓展投資與合作機
會。

影片官方宣傳夥伴
由湯告魯斯主演的《職業特工隊》，前4集合共錄
得逾20億美元全球票房，最新一集《職業特工隊：叛
逆帝國》將於下月底上映。阿里影業行政總裁張強表
示，《職業特工隊：叛逆帝國》是其邁向全球化的第
一步，期待未來能與更多優秀國際影業公司展開合
作。

加強打擊網上侵權
派拉蒙影業副主席Rob Moore表示，去年秋季雙
方團隊曾在洛杉磯會面，商討未來共同合作的各種可
能。公司希望剛宣布的合作能夠成為雙方日後眾多合
作的起點。他指，阿里巴巴一直致力為消費者提供創
新服務，包括在中國為用戶提供獨一無二的零售和娛
樂服務體驗，正正是他們推廣《職業特工隊：叛逆帝
國》的理想合作夥伴。

阿里影業昨收報3.31元，升0.61%。
阿里巴巴及在華國際出版商版權保護聯盟昨日宣

布，雙方已通過簽訂諒解備忘錄加強合作關係。雙方
早於2011年8月首次簽訂合作協議，新的諒解備忘錄
會在此基礎上擴大雙方的合作範圍。簽訂新諒解備忘
錄後，雙方會合作打擊全球零售市場「全球速賣通」
以及網上購物平台「淘寶網」上的知識產權侵權行
為。全球速賣通及淘寶網為阿里巴巴旗下業務；在華
國際出版商版權保護聯盟的成員包括17家領先的國
際出版商。
另外，阿里巴巴於海外業務再有新進展，昨日宣

布，繼上月宣布啟動首個國家館──韓國館之後，集
團旗下天貓國際和聚划算平台聯合開啟「地球村」模

式。美國、英國、法國、西班牙、瑞士、澳洲、新西
蘭、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土耳其等11國的國
家館將在天貓國際一同亮相。阿里巴巴旗下聚划算平
台亦宣布全面啟動與26國國家大使館合作進程。

《職業特工隊》系列票房收入
電影 預算（美元） 全球票房（美元）
《職業特工隊》 8,000萬 4.577億
《職業特工隊2》 1.25億 5.464億
《職業特工隊3》 1.5億 3.979億
《職業特工隊：鬼影約章》 1.45億 6.947億

資料來源：http://www.boxofficemojo.com/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偉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偉聰）馬雲「金

手指」威力無窮，今勻點中靚佬湯（湯告

魯斯）。阿里影業（1060）昨日宣布，與

美國派拉蒙影業（Paramount Pictures）簽

署合作協議，將投資其首部荷里活電影

《職業特工隊：叛逆帝國》，並成為該片

在中國區域的官方宣傳合作夥伴。這亦是

《職業特工隊》系列的第五部影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德
勤昨日發表報告顯示，港交所上半年
集資額達1,275億港元，全球排名第
二，首次跑贏紐約及倫敦，僅次於內
地1,474億元人民幣的集資額。截至
昨日，香港的集資額已超越上海，展
望全年集資額最多達2,800億港元，
坐亞望冠。

全年集資額最多2800億
受惠滬港通改善、深港通開通，以
及內地與香港基金互認制度落實，德
勤預計本港全年共有120隻新股上
市，集資額達2,400億港元至2,800億
港元，按年升5%至23%。德勤中國
全國上市業務組聯席主管合夥人歐振
興昨表示，預計本港第三季將繼續由

內地券商新股主導市場，料約七八間
企業赴港集資，每隻新股集資額將逾
100億元，但超越華泰（6886）388
億元集資額的機會不大。
他表示，今年上半年共有46隻新股

登陸港交所，與去年相若。集資額是
近4年來最多，共1,275億元，按年大
增57%。當中以內地企業為主，集資
額佔整體集資額逾九成。

不同股權架構助吸資金
對於不同股權架構諮詢，德勤相信

不同股權架構可讓投資者作不同選
擇，吸引更多資金來港，有助提升港
股估值，亦有助加強香港在融資和財
富管理中心方面的競爭力。
隨着全球經濟一體化，投資者較

容易投資不同市場產品，重點是投
資者要清楚所投資的產品及其風
險。此外，香港股票市場透明度高
和法律框架完善，不同股權架構有
助開拓更多新產品，吸引更多資金
流入，令香港繼續成為亞洲對外的
金融中心。
內地方面，上海和深圳上半年共

有192隻新股上市，集資額1,474億
元人民幣，按年大升2.69倍。單計
上海有80新股，集資額1,000億元人
民幣，在全球排名搒首。滬深兩地
市場全年新股將迎來至少350隻新
股，按年急升最多 2.2 倍，吸金達
1,026億元人民幣，按年亦升約1.9倍
至2.2倍。主要來自製造、科技和消
費企業。

■歐振興（右）指，本港第三季將繼續由內地
券商新股主導市場。 陳楚倩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