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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料港股第四季回升

香港文匯報訊 花旗環球個人銀行服務投資策略及研究部主管張
敏華昨日表示，雖然環球經濟轉差或會拖累港股，但對港股第四季
表現樂觀，主要是根據過往數據，港股在第四季也會回升。不過，
大市在未來仍受多個因素影響，包括本月中旬美國企業季度盈利表
現、聯儲局議息結果及內地經濟表現等。

港上市國企股潛力高
她認為，內地股市仍處於調整期，重建海外投資者對內地股市的
信心需時。內地即將公佈的經濟數據料差過市場預期，對 A 股及港
股會造成影響。另外在A 股及 H 股同步上市的企業將受內地股災的
影響，在港上市的國企股則投資潛力較高，預料國企指數可升至
12,500點，上證綜指明年會在3,300點徘徊。

人民幣仍有貶值壓力
至於人民幣方面，由於內地經濟增長放緩，令資金外流加劇及外
匯儲備下跌，相信未來3個月至12個月仍有貶值壓力，估計兌美元
處於6.68水平。
張敏華續稱，美國早前公佈就業數據差過市場預期，相信聯儲局
年底前不會加息，加息最快要到明年首季，惟加息步伐將溫和，預
料明年全年加息0.75厘。
對於IMF調低全球經濟增長預測，但維持對美國及內地經濟增長
預測不變，她指美國第三季經濟增長放緩，預料今年及明年美國經
濟增長 2%至 3%；此外預計內地今年經濟增長 6.8%，明年增長
6.3%；預料今年環球經濟增長2.6%，表現較過去為差。

港銀行業境外貸款大幅下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萃華）本港銀
行業境外貸款規模較 7 月大幅下滑
2.2%，至 2.318 萬億元，是 4 年來首次。
穆迪認為本港貸款需求或受人民幣貶值
的影響。

穆迪：或受人幣貶值影響
本港銀行境外貸款其中一大部分是來自
內地，早前人民幣升值，內地利率水平曾
較香港高，令香港的境外貸款規模激增。
本港銀行境外貸款規模稅自 2009 年 7 月起
穩步上升，僅有幾個月出現微幅減少，8

未來加強產品開發 合適地區發展採購

日上演「瘋狂過山車」，繼立基工程
（8369） 後 ， 以 配 售 形 式 上 市 的 雲 裳 衣
（8127）昨首日掛牌，股價亦同樣癲狂。該
股開市報 2.51 元，較配售價 0.15 元升 15.73
倍，不到一小時飆至 4.2 元，較配售價炒高
27 倍。惟後勁不繼，股價午後升幅收窄，臨
收盤時更急瀉，全日收報 1.6 元，仍較配售價
高 9.67 倍。成交 372 萬股，涉資 1,011.94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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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未有開店計劃

發售之不足，令國際配售佔 IPO 比例由原來 90%增至
92.3%。

根據招股資料，2.5 億股股份相當於經擴大已發行股
本約 25%，已有條件分配予合共 111 名個人、專業及機
構投資者，並獲適度超額認購。集資所得約 34.4%用作
設立新營銷團隊拓闊客戶地區基礎，約 24.3%作提升設
計及產品開發能力等。
雲裳衣主席張雷昨於上市儀式後表示，公司未來會拓
展客戶基礎，加強產品設計開發，以及於合適地區發展
採購業務。即使近期本港舖租下跌，仍未有開店計劃，
但會繼續留意發展機會。

維珍妮輕微超購

其他新股方面，近期新股普遍以招股價中下限定價，
今日掛牌的麥迪森酒業（8057）亦未能扭轉乾坤，每股
定價 0.75 元，為配售價範圍 0.73 元至 0.8 元之中下水
平，預計淨籌資5,630萬元。
另外今天掛牌的電影技術提供商IMAX中國（1970）
暗盤上升。據輝立交易場資料顯示，該股暗盤高見
32.85 元，收報 32.6 元，較招股價 31 元升 5.2%，每手賬
面賺160元。
IMAX 中國公開發售部分認購額只有 77%，國際發售
部分則獲大幅超額認購，因而需啟動回撥機制以補公開

共享醫藥資源

陳國威辭新地執董兼CFO

元。

IMAX 中國暗盤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婉玲）上海醫
藥（2607）及其附屬公司昨宣佈，與丁香
園建立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根據協
定，集團與丁香園共享各自在醫療服務、
大數據和藥品供應等資源，實施「線下診
所＋藥房」的共同戰略佈局，以及在相關
醫療大數據領域的共享和對接。

集團旗下的上藥雲健康成為「丁香醫
生」診所的獨家藥品供應合作夥伴，為其
提供藥品供應、藥事服務、患者藥品配送
等在內的全程藥品供應鏈管理，並全面對
接其電子處方數據；丁香園則將進駐上藥
雲健康線下專業藥房「益藥旗艦店」，提
供診所營運服務。
雙方表示，合作有望以更優惠的價格，
及更高效的送達體驗為患者提供藥品管理
和慢病管理服務。基於雙方在互聯網醫療
領域的資源優勢，相信未來能夠為患者發
展更多創新服務模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易）創業板股價連

本港從事服裝銷售業務，向客戶提供供應鏈管理
總體解決方案的雲裳衣，今次發售 2.5 億股配售股
份（包括 1.5 億股新股及 1 億股舊股）。配售價範圍介
乎 0.15 元至 0.25 元，最終以下限 0.15 元定價，每手 2 萬
股。扣除包銷費及其他開支，所得款項淨額估計約
1,500萬元。

上海醫藥丁香園戰略合作

雲裳衣首掛 一句鐘飆27倍

月香港銀行業的境外貸款餘額下跌幅度是
自2011年1月最大，當時單月下滑1.5%。
穆迪認為，8 月人民幣出現大幅貶值，
對香港銀行境外貸款造成影響，穆迪資深
分析師 Sonny Hsu 稱，8 月 11 日人民幣出
現大幅貶值後，人民幣一共貶值了2.4%，
人民幣兌美元由 2009 年 7 月至今年 7 月，
已累積升值10%。
金管局發言人則表示，8 月銀行業境外
貸款下滑，主要是一些大公司償還了貸
款，惟未有提及人民幣貶值對貸款的影
響。

同於今日掛牌的內衣製造商維珍妮
（2199），暗盤高見 6 元，收報 5.88 元，
較 招 股 價 5.6 元 高 5% ， 每 手 賬 面 賺 280
元。維珍妮公開發售部分僅錄得 0.11 倍超
額認購，國際配售部分則獲適度超額認
購。
今日掛牌另一隻創業板股亞勢備份
（8290），市傳獲輕微超額認購，股份已
配發予 123 名投資者，配售價 0.2 元，預計
淨籌資約 7,730 萬元。另外，市傳前日截飛
的角色扮演產品及性感內衣供應商中國派
對文化（1532）公開發售超額 200 倍，將
於下周五掛牌。
市場消息透露，中國甘肅和青海地區乳
製品公司蘭州莊園牧場（1533）國際配售
已足額。該股昨日孖展截止，5 間券商合共
為其借出 250 萬元孖展額，以公開發售集
資 2,750 萬元計未獲足額認購，明日中午該
股截止公開發售。

內蒙古券商恒投證券（1476）已於昨日中午截止公開
發售，市傳未獲足額認購，但由於國際配售已超額認
購，足以彌補公開發售的不足，將如期於本月 15 日掛
牌。

新股上市時間表
8日 9日 12日 13日 14日 15日 16日
1970 IMAX中國
2199 維珍妮
8057 麥迪森酒業
8141 應力控股

PayPal推退貨運費賠償服務

8290 亞勢備份
8122 德萊建業
8327 泰邦集團
1527 天潔環境
1476 恒投證券
1533 莊園牧場
1532 中國派對文化
■招股日期 ■公佈結果日期 ■上市日

製表：記者 張易

大唐潼金冀重選董事會爭復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敏儀）面臨港交所（0388）除牌的大唐
潼金（8299），以子公司太洲礦業董事馬乾洲為首的部分股東圖
力挽狂瀾，已動議於下周五（10 月 16 日）舉行股東會重選董事
會，避免母公司除牌。不過太洲董事長李盛良昨於記者會表示，
未肯定有足夠股權票數可成功罷免 2 名現有董事及重選 5 位新董
事，呼籲小股東現身股東會投票，以免「股票變廢紙」。

小股東投票成關鍵
翻查港交所資料，大唐大股東兼執行董事李誠現持 11.15%公司
股權，而馬乾洲等股東僅持有 10%股權，勢均力敵，其餘約 70%
股權由銀行及券商持有。因此最終能否罷免現有董事會，小股東
的決定成為關鍵。
李盛良表示，要避免母公司除牌，須於11月24日前向港交所提
交復牌方案，太洲已準備好所需文件資料。他早前亦指，復牌所
需的 1 億元人民幣至 1.5 億元人民幣營運資金，將由馬乾洲等股東
及基金出資。若能成功重選董事局，就會將太洲重新入賬，並召
■李盛良指，無計劃另把太洲上 開股東會來通過財務報表，預計申請復牌過程需時一年至一年
市。
曾敏儀 攝 半。

獲提名的5位新董事中，不包括馬乾洲及曾任大唐行政總裁的李
盛良。李盛良表示，暫無計劃入董事會，將先做好太洲的業務。若
不能通過重選董事，他未有應對方案，無計劃另把太洲上市。

考慮復牌後轉主板
事實上，大唐已停牌 5 年，再引發除牌危機的導火線是，董事
會以失去太洲控制權為由，宣佈唯一實業太洲的業務將不再綜合
入賬。李盛良昨日強調太洲是有價值的資產，理應入賬。他並考
慮，大唐潼金復牌後可轉主板上市。
他續指，現時太洲每年可產出半噸黃金，選礦新廠房於明年投
產後，黃金可每年可提升至 2.5 噸，並將生產 9999 黃金，料毛利
可由 20%升至 30%。總資產較停牌前增加三分之二。另外現正向
上海商品交易所申請於明年買賣黃金。
大唐潼金自 2010 年 11 月 11 日停牌，理由是馬乾洲不合作，未
能向集團提供太洲礦業賬目，致董事會未能遞交中期業績。不過
太洲反指，一直交足所有審計資料配合母公司，反認為母公司停
牌以來沒開過一次股東會致令不能入賬。大唐潼金停牌前股價報
0.072元。

華僑永亨稅貸 1.87 厘吸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萃華）華僑永亨昨推出新稅貸優惠，
最低年利率為1.87厘。該行總經理吳幗欣於記者會上表示，該行
提供的利率吸引，估計今年稅貸金額增長10%至15%。

稅貸金額料增成半
她指，去年整體市場稅務貸款按年下跌超過三成，因稅貸客戶
對經濟環境轉變較為敏感，因此對稅貸申請亦較保守，但仍對業
務前景有信心，預期稅貸金額會有增長。整體市場税貸金額料與
去年相若，估計每名客戶平均貸款金額為 31 萬元至 32 萬元，亦
與去年相若。
該行稅貸的另一賣點是「一年優惠、兩年享用」，客戶若今年
成功申請稅貸，明年即使息口上升，亦可享相同利息。吳幗欣
指，推出此優惠並非看淡明年市場，而是希望推出更好的產品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新地（0016）
昨公佈，執行董事兼首席財務總監陳國威，將在
該公司於下月 12 日舉行的股東周年大會上輪值告
退。陳國威最近知會公司，由於他另覓其他工作
機會，故將不會於股東周年大會上尋求連任為公
司董事。此外，陳國威亦辭任公司首席財務總
監，於 2016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陳國威已確認，
與新地董事局並無意見分歧。
新地發言人表示，陳國威的繼任人選暫時未能
對外公佈，但是未有繼任人之前其職務將會由陳
氏過去領導的團隊全力分擔，不影響集團日常運
作。
陳國威曾任職安永會計師事務所，並 1995 年加
入恒生銀行（0011），並於 2005 年至 2009 年間
擔任該行執行董事，曾為恒生銀行（中國）副董
事長，以及興業銀行董事、執行委員會及薪酬委
員會成員。

顧客，希望與顧客建立長期關係。

有需要會打減息戰
對於今年推出的稅貸息口較去年上調，她指上調息口是根據經
營成本上升、利息前景等因素考慮。她又補充，若同業推出更低
息口的貸款，或會再減息口，但要視乎未來策略而定，強調目前
推出的計劃有吸引力。
華僑永亨信用財務昨推出「稅亨通」稅務貸款，稅貸客戶同時
可享有「一年優惠、兩年享用」的優惠，其中客戶於該行認購單
位信託基金或開立 5 萬元的 6 個月或以上定存戶口，不論貸款金
額多少，均可享有實際年利率 1.87%優惠。該行同時推出「3 個
月免息免供純稅務貸款」，實際年利率同樣是低至 1.87厘，另外 ■吳幗欣對業務前景有信心。
亦有即供免息稅務貸款及循環稅務貸款，供客戶選擇。
張偉民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婉玲）PayPal昨公佈，
即日起推出全新退貨運費賠償服務。買家網上購
物時只要使用 PayPal 付款，若買家對已購買的貨
品不滿意，可向賣家退貨並在網上快速遞交索償
申請。一經批核，PayPal 將於 10 個工作天內將最
多20美元的寄件費退還，服務毋須手續費。
無論是因為貨品到貨後與圖不符，或選錯顏色
均可退貨。北亞區副總裁李立航表示，愈來愈多
用戶在海外網站購物，但同時面臨更多跨境網購
帶來的不便，超過一半的買家認為，免運費退貨
服務是境內或跨境網購必備的條件。除了退貨運
費賠償服務外，PayPal 亦為買家提供加強版買家
購物安全保障，擴展的服務涵蓋無形商品，例如
電子機票、數碼音樂、電子書、電腦遊戲和軟件
等。

樂視盒子今起發售

■樂視盒子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偉聰）市傳以天價投
得未來英超轉播權的樂視，遲遲未有公佈其後英
超月費的收費詳情，一直只表示，市民以 399 元
購買其電視盒子享一年的服務兼到時送一個月英
超。其盒子今日中午於網上開賣，限量5,000部。
據樂視官方 facebook 指，截至昨日事前預約已超
過 100 萬人次，有網民就留言指：「一百萬（人
次）得 5,000 部去搶，太少，二百分之一機會
中。」另外，樂視今日會與香港寬頻（1310）舉
行聯合記者會，料會公佈英超轉播的相關合作事
宜。

9月外匯儲備資產3458億美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萃華）金管局昨公
佈，截至 9 月底，本港官方外匯儲備資產為 3,458
億（美元，下同），較上月底多 14 億元。連同未
交收外匯合約在內，香港於 9 月底的外匯儲備資
產為 3,474 億元。為數 3,458 億元的外匯儲備資產
總額，相當於香港流通貨幣的 7 倍多，或港元貨
幣供應M3約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