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趕半年結尾班車 7新股籌逾55億

李嘉誠：隨時可退無意退
人生座右銘「自強不息 厚德載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近年來較少在公開場

合露面的長和系主席李嘉誠，下個月即將年滿88歲。

「超人」何時會退下火線，一直都是市場話題，他今

年因病缺席業績記招，更引發股價下跌。他近日接受

《彭博》電視訪問時表示，即使旗下總值800億美元

的生意王國沒有他，仍然可以生存，重申只要自己願

意，「隨時或5分鐘內都可以退休」。「超人」又分

享了五句箴言，包括大談座右銘，稱他的人生

哲學是「自強不息、厚德載物」。

彭博昨再公開李嘉誠早前接受訪問的片段，談
及退休話題時，李嘉誠表示，若自己願意可

隨時退休，又稱長子李澤鉅與他共事30年，並在
過去幾年全職負責打理旗下生意王國，相信未
來業務必會繼續向前發展。不過「超人」仍強
調，自己樂於繼續擔任集團主席，尚未有退休
計劃。目前自己身體仍然健康，每星期會打兩至
三次高爾夫球，即使日後退休亦不會去釣魚，反
而會投放更多時間在李嘉誠基金會。

工作時間計已活了100多歲
報道又稱，李嘉誠工作非常勤奮，每天工作

16-17個小時。今年初於業績記者會上，「超人」
曾笑稱以工作時間計，他實際上已經活了100

多歲。今次接受訪問時亦表示，「我
在30歲前，我有的資產足夠一家人
一世人不需要再工作」，不過他
形容自己停不下來。
翻查資料，李嘉誠年滿30歲
時是1958年。據媒體報道，
當時他的長江塑膠廠營業額
已達到1,000萬港元，成為
有名的「塑膠花大王」。
以當時的物價水平計，
「一家人一世人不
需要再工作」確
是所言不虛。
彭博又整理了
李嘉誠在接受訪
問時提到的五句
箴言，從人生
哲學談到企業管
理（見表）。雖

然年事已高，但「超
人」仍堅持每天閱讀的良

好習慣。「如果我有一個鐘頭，即使是睡不夠、
遲睡，我一樣會看書」，閱讀方向則以人生與企
業經營為主。

仍堅持每天閱讀良好習慣
報道稱，作為小學校長的兒子，李嘉誠雖然為

了躲避日軍侵略而年少輟學，但他從未停止讀
書。在戰爭期間，他曾以柴火價買了一堆教材。
年輕時，當他開始生產塑料的時候，為了加深對
行業的了解，他認真地閱讀了美國的行業月刊
《當代塑料》。如今，他會閱讀與生活和業務相
關的書籍。
至於座右銘，他稱：「古代有八個字對我很有
用，座右銘是自強不息，以及厚德載物，我的人
生也是如此」。
此外，作為亞洲最大的天使投資者之一的李嘉

誠，已經投資了新技術領域的近60家公司，包括
Facebook Inc.、後來被蘋果公司收購的Siri，以及
Spotify Ltd.。彭博報道稱，儘管沒有透露下一個
投資目標，但在採訪過程中，李嘉誠曾經三次提
到了人工智能。

商界最重要指標乃現金流
李嘉誠在訪問中，還表示商界最重要的指標是

現金流，這是從六十多年前成為一位企業家以來
就養成的習慣。他認為，只有能夠產生良好的現
金流，一個人才能進軍其他行業，而且需要未雨
綢繆。他說：「很多時候，我要隨時做另一個行
業，我都有這個機會。」
在訪問期間，李嘉誠還展示其戴着的Citizen手

錶，笑言這是3年前換上的太陽能充電錶，價值只
是400至500美元，折合約3,800港元。他會將之
調快30分鐘，因為即使他忘記了會議，30分鐘內
也可趕及到達香港任何地方。「超人」笑言，這
隻錶他可以戴多十年，亦能戴着做運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多隻新股趕
半年結前上市，今日有7隻新股開始招股。大
部分集資規模僅屬中小型，當中較大隻的內地
物流設施供應商中國物流資產(1589)，以及四
川火鍋連鎖店海底撈旗下調味料生產商頤海國
際（1579），分別集資最多33.66億元及8.89
億元。7隻新股估計可集資逾55億元。

市況波動 瑞慈延遲上市
另一方面，長三角私營醫療服務商瑞慈醫

療突然暫停招股活動，原本擬集資15.6億
元，公司指目前英國脫歐後令市場極為波
動，故决定暫延遲上市計劃。

中國物流資產引4基投
集資最多逾33億元的中國物流資產引入4

名基礎投資者，認購1.9億美元(約14.82億港
元)，相當於集資額44-56%，包括遠洋集團及
安邦投資等。其招股價介乎2.55至3.25元，
擬發行10.35707億股股份，其中90%為國際
配售，10%為公開發售，集資規模26.41至
33.66億元。每手1,000股，入場費約3,282.75

元。中國物流資產將集資所得用於發展新的
物流園項目及償還銀行貸款。

頤海國際入場費3454元
另一隻較大型的新股，頤海國際計劃集資

最多8.89億元，今日起至下月6日招股，擬
全球發行2.6億股，當中10%為本港公開發
售，招股價介乎每股2.98元至3.42元，每手
1,000股，入場費約3,454.46元，7月13日上
市。中國國際金融香港證券為全球發售獨家
保薦人。
頤海國際主要客戶是海底撈集團，主席兼

非執行董事苟軼群表示，公司不斷拓展其他
銷售渠道。首席財務官兼執行董事孫勝峰提
到，海底撈計劃今年新增共68家分店，將有
利公司銷售增長。首席執行官兼總經理黨春
香表示，集團有計劃進一步拓展海外市場，
或者會考慮進軍本港市場。

利寶閣以配售上創業板
創業板方面，本港中式餐飲集團利寶閣集團

(8102)今日配售上市，公司公佈獲適度超額認

購，合共向113名投資者配售2億股，每股定
價0.355元，略高於配售價範圍(0.3至0.4元)中
位數，每手10,000股。保薦人豐盛融資。
集資淨額約5,850萬元，其中83.3%用於截

至2017年12月底止年度在深圳開設2間「利
寶閣」品牌新粵菜酒樓；2.6%用作提升現有
酒樓設施；5.2%用作加強集團酒樓的市場推
廣及宣傳；8.9%用作集團營運資金及一般企
業用途。
此外，國家開發銀行旗下國銀金融租賃

(1606)昨截止公開發售，市傳其未獲足額認
購，惟國際配售已超購，故會如期於7月11
日掛牌，招股價範圍是1.9元至2.45元。

新股招股資料
新股

頤海國際(1579)

中國優質能源(1573)

珩灣科技(1523)

永勝醫療(1612)

海藍控股(2278)

中國物流資產(1589)

瑞港建設(6816)

製表：記者 陳楚倩

招股價

2.98元-3.42元

1.8元-3.6元

0.45元-0.65元

1元-1.25元

3.71元-4.58元

2.55元-3.25元

1元-1.25元

每手股數

1,000股

2,000股

8,000股

2,000股

1,000股

1,000股

2,000股

入場費

3,454.46元

7,272.55元

5,252.40元

2,525.19元

4,626元

3,282.75元

2,525.19元

最高集資額

8.89億元

4.176億元

1.625億元

1.6億元

3.43億元

33.66億元

2.5億元

上市日期

7月13日

7月13日

7月13日

7月13日

7月15日

7月15日

7月20日

■苟軼群(左)稱，頤海國際不斷拓展其他銷售
渠道。 陳楚倩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港產
SD-WAN 路由器供應商珩灣科技
（1523）昨公佈在港上市計劃，將於
今日起至下周三招股，共發售2.5億股
份，當中90%為國際配售，10%為公
開發售股份，另有15%超額配股權。
招股價介乎0.45至0.65元，每手8,000
股，入場費約5,252.4元。股份將於7
月13日在聯交所主板掛牌，西證（香
港）融資為獨家保薦人。若以發售中
間價0.55元計算，是次集資所得約為
1.2億元。

發展中國家需求大擬主攻
珩灣科技行政總裁周傑懷昨於發佈
會表示，SD-WAN(軟件定義廣域網)已
成為傳統廣域路由器的最佳替代品，
主要有3大優勢：更闊頻寬、更經濟實
惠、更可靠。目前使用的行業為公共
安全、交通、建築及零售等。他表
示，公司收入來源於SD-WAN路由器
銷售，InControl雲端服務的登記費及

軟件專利費。
另外，周傑懷指出，其

研發開支佔收入17.9%，
目前於美國有9個專利及
英國有 1個專利，仍有
150個專利正申請中。他
認為，行業門檻高，因必
須擁有多項高端科技。他
指出，預計未來會主力攻
發展中國家，如中東及非
洲(EMEA)等地，因該區
域的網絡發展很昂貴，故
對其價錢較低的SD-WAN
路由器需求較大。他補

充，客戶的投資回報期約為6個月至1
年，其產品可降低企業營運成本是很
大的吸引點。

SD-WAN路由器市佔率6.4%
根據市場研究機構Quocirca 的報

告，SD-WAN路由器從2015年起，以
31.8%的複合年均增長率，於2020年
會達到15.1億美元。而珩灣科技目前
為全球第五大SD-WAN路由器供應
商，市佔率達6.4%。
公司自2006年成立，擁有自家品牌
「Peplink」及「Pepwave」，目前在70
個國家共有 415 個分銷商。集團在
2013年至2015年間的收入複合年均增
長率約28.2%，2015年收入為1,795萬
美元，淨利潤為338萬美元。

將壯大研發團隊升級設備
是次集資所得金額的22%用於壯大

研發團隊；13%作升級研發設備；13%
建立研發中心等。

珩灣今招股 5252元入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婉玲）醫療器械生
產企業永勝醫療(1612)計劃於下月13日在聯交
所主板上市，今日起招股，7月6日截飛。全
球發售共1.276億股新股，其中10%作香港公
開發售；90%作國際配售。招股價介乎1元至
1.25元，每手買賣單位為2,000股，每手入場
費2,525.19元。以中間價1.125元計，料所得
款項淨額為1.111億元。獨家保薦人為上銀國
際。
公司擬將所得款項50%用於擴充及升級生產

設施；27%開發新產品及在研產品；18%用於
銷售及營銷的投資；5%為一般營運資金。首
席執行官陶基祥昨於記者會稱，公司於成立之
始已設立OEM(代工生產)業務，其後於2003
年以自有「英仕醫療」品牌開展OBM(自有品

牌生產)業務。
陶基祥表示，引入以色列公司為首次公開發

售投資者，是希望將以色列的醫療產品技術引
入，透過公司的平台和銷售打進內地市場，暫
時未有具體時間表，但強調希望長期合作。

未來兩年更多新產品推出
於往績記錄期間，OEM及OBM業務的複

合年增長率分別為17.5%及 17.9%，陶基祥
指，由於醫療產品是高技術產品，由研發到投
放市場所需4至5年時間，他認為過往3年未完
全反映OBM業務的增長，預計2016年至2018
年會有更多新產品推出。陶基祥強調未來會
OEM及OBM業務雙線發展，未有具體目標收
入比例。

■周傑懷(右)稱，公司仍有150個專利正申請中。
莊程敏 攝

永勝醫療引入以色列公司拓內地

■陶基祥(右)稱，希望引入以色列的醫療產
品技術打進內地市場。旁為永勝醫療主席蔡
文成(中)。 張偉民 攝

瑞港淨籌1.9億擬購船舶設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婉玲）海事
工程服務承建商瑞港建設(6816)今日起
至7月8日招股，計劃下月20日於聯交
所主板上市，擬全球發行2億股，當中
配售股份佔90%。招股價介乎每股1元
至1.25元，每手2,000股，入場費約
2,525.19元。以招股價中位數1.125元
計算，集資淨額約1.9億元。天達融資
亞洲有限公司為獨家保薦人。

中信建設戰略入股11.25%
公司擬將集資額中90%用於購置與
未來項目有關的船舶及設備；10%用
作集團一般營運資金。集團指，擬於
2018年底前購置合共9種類型的船舶
及設備，每種船舶及設備的成本介乎
約100萬元至5,000萬元。

主席兼行政總裁崔琦昨於記者會表
示，中信建設國際投資入股公司並成
為戰略投資人，擁有瑞港上市後
11.25%權益。中信為總承包商，未來
合作重點在於海事工程項目，特別是
在「一帶一路」國家。

手頭合約18.6億暫無購併
另外，公司現時手頭合約有18.6億

元，暫時未有併購計劃，預計今年派
息比率不低於30%。
崔琦指，公司主要客戶是「一帶一
路」的主要參與者及受益者，主要客
戶的海事及其他建築工程業務預期會
因「一帶一路」的實施而增加，故認
為公司穩佔優勢把握由「一帶一路」
所推動在東南亞增加的業務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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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誠 五句箴言
■「自強不息，厚德載物。這是我人生

的座右銘」。

■「我晚上一定會看書。如果我有一個鐘
頭，即使是睡不夠、遲睡，我一樣會看書」。

■「現在，很多自動化的東西是用人工智能來
控制」。

■「我一直有個性格，就是現金流我很留心，
所以我有額外的資金，很多時候，我要隨時
做另一個行業，我都有這個機會」。

■（香港行政長官）「最重要是對香港了解，
能夠讓香港充滿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