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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近期港股持續
大幅波動，影響部分新股招股反應及上市進程。
市傳不良資產管理公司華融或會因應市況調整新
股上市時間表。
早在上月3日，華融已向港交所（0388）遞交

上市申請，集資逾20億美元（約156億元），並在上
周四（27日）通過上市聆訊。

中交疏浚發H股獲批
廣東省超市連鎖店營運商順客隆（0974）昨日孖展

截止，未獲足額認購。綜合4間券商，累積為其借出
247萬元孖展額。
另一方面，中交建（1800）在上交所公告稱，旗下
中交疏浚有望在港交所主板上市。公司在8月底收到中
證監《關於核准中交疏浚（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境外上市外資股的批覆》，核准中交疏浚發行不超過
約72.9億股境外上市外資股，全部為普通股。

豐盛機電申主板上市
本地媒體報道指，豐盛機電已向港交所遞交主板上

市申請，鎧盛資本為獨家保薦人。豐盛機電的主要股
東為豐盛創建，由新世界發展（0017）主席鄭家純及
其妹夫杜惠愷作大股東，鄭家純將會出任該集團主席
兼非執董。豐盛機電主要從事機電工程及環境工程服
務，為香港及澳門第二大機電工程服務供應商，2014
年的本地市佔率為4.9%。另外，從事冷凍海產貿易的
海祥控股及從事生命科學研究及應用的金斯瑞生物科
技均已上傳初步招股文件，保薦人分別為大唐域高融
資，以及海通國際。
據金斯瑞初步招股文件顯示，截至2015年6月30日

止，公司收入為4,105萬美元，按年增長22.46%，毛利
為2,685.8萬美元，按年上升25.32%，整體毛利率為
65.4%。純利為574.9萬美元，按年增加42.02%。

前進暗盤一手賺550元
此外，跌市未有影響本港地基工程及處理建築廢料的

前進控股（1499）暗盤表現，該股昨晚暗盤價上升，一
手最多賺700元。據輝立交易場資料顯示，前進暗盤開
市報0.265元，較招股價0.25元升6%，收報0.305元，
升22%。每手10,000股，不計手續費，一手賺550元。
至於在耀才新股交易中心放暗盤，一手賺700元。
前進控股昨宣佈，以中間價0.25元定價，料淨籌
6,070萬元。公司接獲11.93億股有效申請，超購近20
倍，一手中籤率為100%，今日掛牌。

華融或延後招股 順客隆孖展未足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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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萃華）新豐泰
（1771）上半年收入下跌11.5%，首席財務
官鄭衛豪昨日在午餐會指，主要是因為汽車
銷售平均價格下跌近17%。下半年奧迪推出
新Q7系列，估計有助提升均價，期望銷售
量可按年錄得增長。
集團上半年存貨周轉天數由去年底44.9天

增至56.2天，鄭衛豪指業內目前以減庫存為
主，因此現金流會上升。集團上半年存貨周
轉天數上升，主要是因為品牌推廣增加存
貨，現時已回落至50天以下的水平。
至於車險方面，集團有與平保（2318）合

作，整體客戶新車投保滲透率達90%，續保
率60%；售後服務目前毛利率超過40%。他
認為售後服務的表現不錯，內地的同行均想
沾手售後服務，現時集團有做上門保養服
務，亦有做救援工作。

擬拓汽車金融租賃業務
對於人民幣貶值，鄭衛豪透露，集團人民
幣資產較人民幣債多，貸款一般以人民幣為
主，只有一項3,000萬美元債，因此未有造
成太大影響。他又指，目前集團有不少收購
及擴張機會，但需審慎考慮現金流，正考慮
發展汽車金融及租賃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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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利新保險 行路減保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婉玲）港人愈來愈注重健

康，會善用時間做運動。宏利亞洲昨公佈新計劃
「ManulifeMOVE」，如果會員每天平均行走步數
達標，能夠獲保費折扣，最高可達10%。
計劃通過智能運動手帶記錄會員活動量數據，將

數 據 同 步 至 與 iOS 或 Android 平 台 兼 容 的
ManulifeMOVE手機應用程式，讓公司可追蹤其行
走步數，如果會員成功達標則可享折扣。做得愈多
運動，就可獲愈多優惠。如果每天平均行走達5,000
步，下年度保費可享5%折扣，最高可達10%。總裁
兼首席執行官高瑞宏表示，目前仍然待蘋果公司審
核應用程式，預料未來數個星期可以完成。
香港是ManulifeMOVE計劃首個推出地區，高瑞

宏表示，計劃有助與客戶建立持久關係。香港人注
重健康，加上熱愛創新的科技產品，所以選擇在香
港首推。未來考慮在亞洲其他地區推出。

江南集團料銅價再跌機會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易）江南集團（1366）
早前公佈上半年多賺16.3%，惟受銅價下跌影響，
期內主要產品電力電纜的平均售價下跌近三成，要
靠薄利多銷谷盈利。首席財務官陳文喬昨表示，假
設銅價維持去年水平，上半年營業額增長可由目前
16.8%大幅提高至30%以上。管理層預計下半年銅
價再跌機會微；另一主要原材料鋁的價格則穩定。
上半年倫敦金屬交易所平均銅價每噸約5,929美

元，較去年同期之6,912美元跌14.2%，由於電纜行
業一般採用成本加成模式，銅價低企直接拖累公司
電力電纜售價，惟受銷量大增71.8%抵消，銷售額
不跌反升24.1%。銅價短期難有起色，公司為拉動
毛利率，計劃下半年減少外包生產電纜及相關產
品，改由轄下廠房生產，以減低運輸成本，管理層
預計全年利潤增長保持合理水平。

綠野汽車擬引戰略投資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易）和諧汽車（3836）
上半年收購浙江綠野汽車85.57%股權發展實用型電
動汽車。首席財務官兼執董錢葉文昨表示，擬為綠
野汽車引入互聯網及財務領域戰略投資者，並已向
政府申請新能源汽車生產資格，希望年內獲批。
成立5年的綠野汽車目前生產低速經濟型電動

車，錢葉文於業績會表示，正改造綠野汽車，計劃
將其升級至高速電動車。最快明年問世的新車型介
乎轎車及運動型多用途車（SUV），售價不超過10
萬元人民幣，主要於華東及華中地區的二三線城市
銷售。對於對手比亞迪（1211）亦加入新能源車市
場，錢葉文強調，比亞迪主推混合動力車型，旗下
綠野汽車為純電力驅動，並加入互聯網技術。
和諧汽車7月夥富智康（2038）及騰訊（0700）成

立和諧富騰有限合夥，進軍「互聯網＋智能電動
車」。管理層表示和諧富騰將定位為投資平台公司，
重點投資第三方主導項目，不會涉足汽車生產。

■鄭衛豪
（右）指，
集團人民
幣資產較
人民幣債
多。
黃萃華 攝

澳賭收連跌 啟緊縮措施
次季GDP降26.4% 節省開支不減「派糖」

中鐵料下半年新簽訂單回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萃華）中國中鐵（0390）早
前公佈上半年新簽訂單 3,314.7 億元（人民幣，下
同），同比減少19.4%。其中基建建設訂單按年減少

16.5%至2,766.9億元。董事長李長進昨日在記者會表
示，7月及8月新簽訂單的減幅有所收窄，相信下半年
新簽訂單會較上半年改善。
董事會秘書兼總法律顧問于騰群指，上半年訂單下

跌主要是因為內地改革融資體制，推行PPP模式，令
一些項目即使獲國家批准，但要落地卻需要時間；鐵
路建設審批更加嚴格，必須在程序完後才可招標。
他指，基建仍是拉動內地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集

團下半年會保持基建項目投資規模於一定水平，亦會
留意投融資體制改革的進度，預料PPP投資模式獲社
會資本接受後，會有大量項目推出。上半年的鐵路招
標比去年少，相信下半年會有一些鐵路項目招標，因
此對集團全年的新簽訂單規模仍然有信心。

海外項目穩定
李長進指，集團海外項目的進度穩定，早前集團中

標俄羅斯高鐵公路，總投資額達到220億美元；中老鐵
路亦將於年底開工。至於集團正與一間日本公司競爭
印度高速鐵路項目，相信集團建成時間較短，加上成
本較低，技術上等均佔優，唯一是在項目貸款上，日
本能得到低息貸款，但他認為亞投行可為「一帶一
路」基建項目提供資金支持。

進軍養老產業
至於房地產項目方面，李長進指受內地市場低迷、

去化率低等影響，市民買樓意慾下降，令其房地產業
務的營業收入及利潤分別下跌21.2%及61.7%。未來會
減價促銷，但近月市況已見回暖。另外，集團正打算
進軍養老產業，李長進稱養老產業前景樂觀，集團除
了會發展養老地產，亦發展養老護理人員培訓、養老
用品開發，以及養老社區平台等，並已在合肥等地開
展了養老示範基地。

■李長進（右二）預料，下半年新簽訂單會較上半年改
善。 黃萃華 攝

數碼通委獵頭公司覓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偉聰）數碼通（0315）前
總裁黎大鈞上月離任，其最後一份成績表昨日由暫
代總裁兼科技總裁鄒金根公佈，截至6月底止全年度
純利按年升74.15%至9.35億元；每股盈利89.2仙，
派末期息33仙，全年合共派60仙，可選擇以股代
息。鄒金根表示，考慮到通脹後，月費或有需要調
整，整體成本增加1%，包括網路、人工、銷售等，
均控制在通脹率下，2016財年的經營開支增長低單
位數內。對於總裁一職，他指公司已聘請獵頭公司
物色。

全年賺9.35億增74%
期內，營業額 186.59 億元，按年升 40.88%，

EBITDA上升14%至29.32億元。服務收入按年升3%
至55.64億元，香港客戶人數增長4%至196萬元，增幅
主要來自限速3G月費計劃。月費計劃ARPU維持在

294元。撇除限速3G月費計劃所帶來的攤薄影響，月
費計劃ARPU較去年上升3%。另外，手機及配件銷售
按年增長67%至130.95億元，銷售量及平均單位售價
均有所增加。

資本開支大幅回落
鄒金根表示，2014及2015年度資本開支分別為9.35

億元及6.8億元，有關支出大幅回落，因4G網絡建設
已於去年完成。公司會繼續改善網絡覆蓋，預期2016
年度資本開支約6.5億元至7億元。他指，由於去年有
數款旗艦手機推出，提升銷售，預計今年下半年亦會
有旗艦手機推出，包括將於數星期內面世的新一代
iPhone，相信亦受客戶歡迎，惟料增長不如以往。

ARPU仍有上升空間
執行董事陳啟龍就強調，公司未來增長來自移動通

訊服務，並非手機銷售；公司將如2015年下半年度
般，維持75%派息比率。他提到，整體市場客戶傾向
使用Sim-Only計劃，令手機攤銷費用由2014年9.42億
元降至7.74億元，預期未來1年趨勢持續，惟料減幅不
大。因用戶轉用Sim-Only計劃，ARPU受到影響，但
若撇除手機補貼攤銷因素，ARPU按年升3%，未來仍
有上升空間。
有傳數碼通將關閉旺角分店，陳啟龍指並無此事，

但有分店計劃搬遷，並於元朗及大角咀開新店，整體
門市數目維持不變。他指今年約三分之一的店舖租約
到期，料平均續租租金平穩。對於近期人民幣貶值，
公司有部分人民幣存款，預期因人民幣貶值有輕微損
失，但對公司現金流及財務狀況無重大影響。
問到何時推出「KISS」營銷及支付平台，鄒金根指
每星期均有商戶加入，反應令人鼓舞，待商戶達到一
定數目便會推出。

濠賭股全線下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施虹羽 澳門報道）

澳門經濟風雨飄搖，今年第二季GDP同比跌

26.4%，較第一季表現更差。最新公佈的8

月賭博收入同比跌逾三成，導致今年月均賭

收僅為198.6億澳門元（見另稿），首次跌

穿了月均200億澳門元的「紅線」。澳門政

府昨宣佈，即日起實行緊縮財政開支措施，

包括要求各公共部門凍結資產及勞務環節開

支預算5%。不過當局強調，該措施不會影

響各項民生福利開支和投資與發展開支計劃

（PIDDA），包括本年度的現金分享（俗稱

「派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施虹羽 澳門報道）澳門博
彩監察協調局昨日公佈，8月博彩收入錄得186.23
億澳門元，按年下跌35.5%，是連續第15個月下跌
和第12個月錄得雙位數跌幅；跌幅較7月有擴大趨
勢。綜合今年1月至8月，累積錄得博彩收入為
1,588.82億澳門元，按年下跌36.5%。以此計算，
首8個月的月均賭收為198.6億澳門元。
受不利消息影響，濠賭股昨日股價全線下跌，

新濠國際（0200）最新公佈的中期業績大幅倒退
88%，股價表現最差，收報11.34元跌5.81%。龍
頭澳博控股（0880）收報6.79元，跌3.14%；藍
籌 股 銀 河 娛 樂 （0027） 收 報 23.95 元 ， 跌

3.62%；金沙中國（1928）收報 26.25 元，跌
2.42%；美高梅中國（2282）收報 12.6 元，跌
1.72%。

瑞銀：8月賭收略勝預期
雖然市場普遍預料澳門博彩收入仍未見底，但亦

有大行持相對正面看法。瑞銀昨日發表報告指，澳門
8月的博彩毛收入略優於該行預期，估計澳門8月中
場核心賭收按月錄得增長，料第三季中場收入亦有輕
微增長，部分是受澳門政府放鬆政策措施帶動。該行
料，澳門8月中場核心收入將按年跌21%，對比首季
及第二季按季各跌19%及25%。

澳門統計暨普查局近日公佈，澳門今年第二季GDP
錄得26.4%的跌幅，較第一季負24.5%繼續擴

大。這已是澳門經濟連續第四個季度出現負增長，首
要因為博彩業進入調整期。外部需求疲弱亦導致旅遊
博彩服務出口大幅調整，按年減少逾40%。有澳門賭
界人士透露，在賭業持續下跌中，佔賭收主要部分的
貴賓廳生意相當冷淡，今年以來已有多家貴賓廳陸續
倒閉。

月均賭收跌穿200億
澳門經濟財經司司長辦公室昨日發出啟動實施緊縮
財政開支措施的公告，指出鑑於2015年1月至8月累積
澳門博彩毛收入為1,588.8億澳門元，8月博彩毛收入
186.2億澳門元，已低於每月平均200億澳門元。依照
澳門政府3月向立法會提交的《修正2015財政年度預
算》，行政長官作出批示，要求各公共部門由9月1日
起按早前預案執行緊縮財政開支措施，涉及金額約為
14億澳門元。不過有關措施不影響各項民生福利開支
和投資與發展開支計劃（PIDDA），包括本年度的現
金分享。
澳門政府強調財政狀況非常穩健，又指完善的財政

儲備制度足以應付突發事件或經濟波動所帶來的狀
況。

學者：措施推出合時
澳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副教授蕭志成昨日接受本報
訪問時表示，今次政府公佈的實施緊縮財政開支措施

既必要且合適，這些措施並不影響到政府行政的正常
運作，亦不涉及到民生保障。倘若賭收持續下跌，一
旦產生更深層的問題後，政府再來實施緊縮政策，會
對社會的經濟及長遠發展產生影響。

再跌明年或減「派糖」
蕭志成認為緊縮政策不會影響今年「派糖」，相信
今年的「派糖」會按原計劃實行。至於明年則要視乎
博彩業及整體經濟發展，未必要按照今年的標準（今
年永久居民每人派9,000澳門元），即使減少至6,000

澳門元或7,000澳門元亦合理。「派糖」只不過是一項
政府同市民分享經濟成果的措施，並非一種社會福利
政策。
對於書簿費、醫療券、養老津貼等措施不會因為
賭收下跌有所減少，蕭志成指澳府對於保證民生的
福利政策與現金分享不能混為一談。他又稱，受內
地經濟影響，如8月中人民幣貶值及金融市場在過去
兩三周的大幅波動影響，令財富效應萎縮甚至蒸
發，預計下半年當地的零售業與旅遊業市場均將有
一定收縮。

■蕭志成指，是次推出的措施不涉
及到民生保障。 資料圖片 ■澳門下半年的零售業與旅遊業市場料有一定收縮。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