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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位瀉三成 市值個半鐘蒸發 300 億

美圖插水 證監罕查交易記錄
美圖高台跳水 累科網股回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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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在中移
動(941)及騰訊(700)兩大重磅股推動下，
港股昨升至 24,500 點水平，再創 2015 年
8 月以來新高，但大市的焦點卻落在神華
(1088)及美圖(1357)身上，前者宣佈大增
派息，股份勁升 16%，市值一天增加 91
億元；後者「11 連升」斷纜，高位插水
逾三成，散戶紛紛在網上表達慘況，高位
入市者哀鴻遍野。恒指全日收報 24,501
點，升192點，成交984億元。
受美圖急跌拖累，多隻科網股同樣回
軟，如 IGG(0799)升過 16%後，全日升幅
顯著收窄至 3.4%，網龍(0777)高開回軟升
7.8%，博雅(0434)升 3.6%，金蝶(0268)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月初被納入
「深港通」的美圖公司（1357），股價昨
「11 連升」後斷纜倒插，成為大市焦點。
該股早上曾升 28%，市值一度逼近 1,000
億元，但午後跳崖式下插，自高位回落最

前連升 11 日，昨日本來向「12 連升」
進發的美圖，早段一度升逾 28%，高
見 23.05 元創上市新高，市值更升至 974 億
元，但下午 2：45 股份突然「插水」，由高
位跌逾三成，倒插至 15.98 元報收。市值在
短短一個半鐘蒸發掉 300 億元，表現令市場
嘩然。誇張的還有其成交額，單日成交金
額逾 38 億元，是上個交易日的 3 倍多，其
中13億元成交來自北水。

之

街貨量不多 股價難免大上大落
訊匯證券沈振盈認為，美圖之前連升 11
日，回吐是很正常的事，由於該股街貨量
不多，所以股價會大上大落，後市主要看
「北水」會否繼續力撐該股，始終美圖在
內地的滲透率高，內地投資者仍對該股有
偏愛，除非有另一隻明星股面世，取代美

■美圖在內地的滲透率高，內地投資者仍對該股有偏愛。圖為美圖主席蔡文
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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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的地位。他估計，美圖會上試多一次 18
元阻力，若突破失敗，恐怕會回得頗深。

內地資金熱捧 市值曾超970億
美 圖 在 去 年 12 月 15 日 以 8.5 元 招 股 上
市，3 月 6 日正式被納入恒生綜合大中型股
指數成份股，同時被納入「港股通」名
單，此後受內地資金追捧，股價連漲 11
日，市值昨日最高曾逾 970 億元。昨日雖然
倒跌，但以招股價計，該股上市至今仍累
升88%。
不過，美圖的故事未完。有市場消息
稱，證監及聯交所近日罕有地向部分券商
發信，索取透過「深港通」交易的美圖及
順豐控股(002352)的交易記錄，包括參與買
賣的客戶資料。消息指，證監在美圖上市
至今，起碼三度發信予券商索取交易記

錄，最早一次是今年 1 月份，當時索取的資
料早至上市首日的交易記錄，情況十分罕
見。
據指，證監很少向券商索取交易記錄，
索取「深港通」記錄更是罕見，相信證
監、聯交所或應內地要求索取資料。美圖
自被納入「港股通」名單後，深受「北
水」歡迎。

瀘州市興瀘水務

今招股籌5.3億 2555元入場
興瀘水務全球發售約 2.1 億股 H 股，其中
10%於香港公開發售，招股價介乎2.3至2.53
元，集資最多 5.31 億元。每手 1,000 股，入
場費2,555.49元。興瀘水務計劃本月31日上
市。交銀國際為獨家保薦人。若以每股發售
價 2.415 元計，扣除包銷費用及佣金後，集
資淨額約 4.166 億元，擬將其中 30%用於建
設新自來水供應及污水處理設施、30%用於
為未來收購項目進行融資、30%用於償還銀
行借款、10%用作營運資金。
財務總監陳永忠指，集資所得的 30%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市場早前
傳言中信建投（6066）與日本大和證券商
討併購事宜，董事會秘書王廣學昨日於業
績會上回應，雙方確實有合作的意向，公
司非常重視海外業務的拓展，望藉此提升
市場競爭力。

將引進新產品 對業務有信心
業績報告披露，公司 2016 年總收入及淨
利潤分別下跌 28.26%、39.12%，尤其包括

滄海控股

招股價

2.3-2.53元

1.88-2.38元

每手股數

1,000股

2,000股

集資規模

4.83-5.31億元

2.82-3.57億元

入場費

2,555.49元

4,807.97元

公開發售日期

3月21日-24日

3月21-24日

上市日期

3月31日

3月31日

交銀國際

安信國際
製表：記者 陳楚倩

於償還銀行借款方面，主要用作處理 2017
年兩筆短期借款，調整債務結構。執行董
事兼總經理廖星樾透露，集團已與大型國
有企業簽訂戰略合作協議，主要在城鎮污
水處理進行合作。

資質的建築設計公司；2.5%用於資助潛在
收購或成立一家具備檢驗、分析及測試建
設所用來料，或檢驗及監督建築工程資質
認證的新檢驗中心；6.4%用於營運資金及
一般企業用途。

滄海引入浙江甬創等兩基投

騰訊投資韓大型手遊商將IPO

與此同時，滄海控股(2017)也在今日(21日)
起至周五招股，招股價為1.88至2.38元，以
每手 2,000 股計，入場費為 4,807.97 元。是
次共發行 1.5 億股，其中 10%在港作公開發
售，集資最多3.57億元，安信國際為獨家保
薦人。股份將於3月31日上市。公司已引入
浙江甬創作基石投資者，認購 7,800 萬元股
份，另上海金麥貿易認購3,900萬元股份。
集資所得 62.1%用於資助潛在收購或透過
合營公司成立兩家位於華中及珠江三角洲
且具備城市園林綠化企業資助證書壹級地
方園林建設公司；29%用於資助潛在收購或
戰略投資於長江三角洲具備一級建築設計

另外，據《華爾街日報》報道，韓國手
遊公司 Netmarble Games 計劃於 4 月底在韓
國進行 IPO，或將成為韓國 2010 年以來最
大規模的新股上市。騰訊(0700)為該公司投
資者之一，其透過投資基金持有 Netmarble
22%股權。據 Netmarble 遞交的監管文件透
露，該公司計劃以每股 12.1 萬至 15.7 萬韓
圜(約 842.15 至 1,092.7 港元)，發行 1,700 萬
股，最多集資 2.67 萬億韓圜。該公司將於 4
月 24 日定價。有文件顯示，此次 IPO 牽頭
經辦人為 NH Investment & Securities Co.和
摩根大通；經辦行為 Korea Investment &
Securities Co.和花旗集團。

中信建投擬夥大和拓海外
股票經紀類業務的財富管理收入按年跌
47.53%至 72 億元（人民幣，下同），執行
董事兼董事長齊亮解釋，去年內地二級市
場發展不太好，日交易量約為 5,770 億元，
而 2015 年 可 達 1 萬 億 元 以 上 ， 約 下 降
50%，公司相關業務受到影響。
他指出，今年前兩個月的日交易量與去年
同期相比仍有降低，未來會引進熊貓債、綠
色債券、ABS等新產品，進一步推廣財富管
理業務，對業務的增長仍持有信心。

 





 

■恒指昨成交 984
億元。
億元
。
中通社

大酒店去年基本少賺12%

美圖昨日的交投也激增，全日成交額38億
元，是第三大活躍港股，是上一個交易日的3
倍多，其中13億元成交來自北水，成為南向
深港通及滬港通最活躍股份。單計成交量，
是過去20日平均量3.3倍，最多成交價集中於
20元附近。截至上周五止，透過滬深兩市購
入的股份，合計佔總流通股份0.61%。

兩新股招股資料

■興瀘水務主席兼執董張歧(左二)稱，未來若有好項目，會考慮與北控 保薦人
水務合作。


 

成交38億第三勁 為上日3倍多

興瀘水務引入北控 不排除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瀘州市興
瀘水務(2281)今日招股，公司引入北控水務
(0371)、三新創業投資為基礎投資者。市場
關注公司未來會否與北控水務展開合作，
主席兼執董張歧昨對此回應指，現階段雙
方暫無合作計劃，未來若有好項目會考慮
合作，並會即時作出相關披露。

國指升 0.7%報 10,583 點，神華豪派特
別息每股 2.51 元人民幣，刺激股價急升
逾 16%，收報 19.14 元。市場憧憬中移動
是下一間大派特息的中資企業，推動股價
上升。周三公佈業績的騰訊繼續有資金追
入，收報 228.2 元，再創上市新高，獨力
貢獻恒指 71 點。瑞信亦揣測除中移動
外，中石油(0857)、中海油(0883)及東風
(0489) 亦 有 機 會 提 高 派 息 ， 東 風 反 彈
4.4%，中石油升 0.2%，惟中海油要跌
0.5%。

"


300 億元。市場消息透露，美圖連日急升已
已三度向券商索取交易記錄。

放榜前資金追入 騰訊再破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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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33%，收市跌逾 11%，市值高位蒸發約
經引起證監會注意，並自美圖上市至今，

3.4%。

■齊亮稱，
未來會引進
熊貓債、綠
色 債 券 、
ABS 等新產
品，進一步
推廣財富管
理業務。
周曉菁 攝
王廣學認為，內地今年約有 500 多家新公
司上市，與去年相比會有較大的增長，不
過相信每筆 IPO 融資的金額仍維持在 5 億至
6億元的水平。

■郭敬文(右
二) 稱 ， 現 時
市場氣氛較往
年有所好轉，
而酒店入住率
及商舖租務情
況漸見穩定。
張美婷 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張美婷) 大酒店
(0045) 昨公佈去年度業績，基本盈利為
6.06 億元，按年跌 11.91%，每股基本盈
利 39 仙，末期息每股派 15 仙，與上年同
期相同。行政總裁郭敬文稱，私人住宿格
價網站出現，令行業競爭日趨激烈，未來
集團會於網上平台加大力度宣傳，冀吸引
較高消費能力的訪港旅客。

行業競爭加劇 將增網上宣傳
郭敬文表示，近年生意模式轉變，客
人從主要由報紙和雜誌得知酒店資訊，演
變成網上格價付款，認為線上消費較以前
重要，故未來會於旗下的官網和其他社交
媒體等，加大宣傳力度，現時每間酒店均
成立部門，專門負責網上推銷工作。他
稱，現時市場氣氛較往年有所好轉，而酒
店入住率及商舖租務情況漸見穩定，對本
港的經濟及旅遊業前景審慎樂觀。惟目前
行業復甦仍屬早期階段，暫未能預測每月
的出租率及房租表現。

北京王府半島酒店年中重開
集團基本盈利按年跌 11.91%至 6.06 億

元，主要是由於北京王府半島酒店受大型
翻新工程影響，需要局部關閉所拖累，現
時北京王府半島酒店翻新工程將原有的
525 間客房合併為 230 間套房。郭敬文表
示，受翻新工程影響，該酒店業務去年下
降約 47%，預計重新開業後，業務表現
將逐步回復正常，惟未必可以於今年內達
成。該酒店將會於今年年中重新開，料完
工後房價有至少一倍的調整。
至於集團去年正式收購倫敦半島酒店
餘下的 50%租賃權，郭敬文稱，倫敦為
集團重要投資基地，早年與合夥人簽署合
約條款時，已有全數收購項目的打算。至
於仰光及伊斯坦堡等的酒店項目，集團傾
向依賴當地合作夥伴，未有計劃增持該兩
個項目的股權。

設精品店助提升集團知名度
另外，有關於香港國際機場開始經營
半島精品店，他稱，精品店有助提升集團
知名度，預計將會增設更多於半島酒店旗
下分店，而現時精品店在其他亞洲國家亦
有分店，如新加坡及日本。
大酒店昨收報8.8元，升0.917%。

中信電訊多賺6% 未來續收購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歐陽偉昉） 中
信國際電訊（1883）昨公佈 2016 年全年
業績，按年多賺 6%至 8.5 億元（港元，
下同），每股基本盈利為 24.9 仙，同比
升 4.6%，派末期息 10.35 仙，連同中期息
全年共派13.2仙，同比增5.6%。

企業服務業務將成增長動力
行政總裁林振輝在記者會預期，在去
年 11 月完成收購的新加坡系統服務公司
Acclivis 將可帶動企業服務業務繼續增
長，將成為集團未來增長動力。他又稱，
未來不會停止收購，繼續拓展市場，內地
資本管制影響不大。
期內營業額同比減少 7.8%至 76.99 億
元，公告指主要受設備及移動電話手機銷
售大跌、國際電信業務及固網話音業務下
滑影響，不過銷售及服務成本同比亦減少
14.4%至42.29億元。

移動業務減收 預付費ARPU跌
按個別業務類別劃分，移動業務收入
較去年減少 18.3%至 28.58 億元，主要由

於移動電話手機銷售下降、本地移動業務
及漫遊收費價格下降，以及為吸納客戶給
更多補貼。截至去年底，後付費用戶每戶
平 均 收 入 （ARPU） 同 比 微 升 至 236.2
元，但預付費用戶每戶平均收入同比下跌
22%至 10.9 元。集團整體用戶量同比升
4.3%至 85.7 萬戶，其中 60.1%為 4G 用
戶。

提速降費可刺激需求非壞事
林振輝表示會跟隨市場調整價格，又
認為降價可以刺激需求，提速降費不一定
是壞事。
互聯網業務收入同比升 10.8%至 9.22 億
元，主要由於光纖寬頻服務帶來的高收入
及數據中心收入增加。整體寬頻去年用戶
每戶平均收入約 330 元與 2015 年相若，
截至去年底整體寬頻用戶總數同比增長
3.6%至17.5萬戶。
此外，國際電信業務收入同比減少
10%至 11.13 億元，企業業務收入同比增
長 7.1%至 22.55 億元，固網話音業務同比
減少9.8%至3.21億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