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泓富：回報低 暫無收購目標

港43%初創企業有意上市
期望三年內掛牌 首選創新初板

銀公唱好港經濟創四年新高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

紹基) 港交所(0388)建議設立

創新板的諮詢將在下周五完

結，數碼港主席林家禮昨透

露，上月曾向數碼港內的初

創企業，就創新板做了問卷

調查，在收到的105個回覆

中，有逾9成意見認同創新

板有助推動新經濟公司及數

碼科技業，有43%表示有意

在1至3年內計劃上市，有

45%公司有意到創新初板上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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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興趣於哪個板塊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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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於何時上市？

數碼港新經濟公司上市計劃

根據數碼港的調查，數碼港內的大部
分（70%及以上）新經濟公司都認

同港交所有關創新板框架諮詢文件的建
議，諸如合資投資者劃分、上市準則等。
調查又顯示，有45%新經濟公司有意到創
新初板上市，有意到創新主板上市的則有
11%；而有意到傳統主板及創業板上市的
則分別有13%及9%。而計劃12個月內上
市的公司有13%，24個月的有11%及36
個月的有19%。
林家禮表示，初創企業面臨的最大挑戰
之一就是尋求投資者，數碼港歡迎港交所
有關創新板的倡議，令上市框架更多元
化。他稱期待創新板能促進香港新經濟和
推動數碼科技產業發展。而數碼港將繼續
扶植更多具備實力的數碼科技公司，為香
港締造嶄新的經濟動力，進一步推動香港

數碼科技生態系統的發展。數碼港現有近
900間數碼科技公司。
出席研討會的港交所市場發展科聯席主

管羅力表示，設立創新板的建議，是交易
所檢討過現時上市架構後的決定，以回應
新經濟企業及其他發行人上市集資的需
要。他歡迎業界人士就創新板的建議發表
意見，一同為香港金融市場的發展出力。
立法會資訊科技界議員莫乃光於研討會

表示，初創企業需要解決融資不足，以及
投資者離場等問題，但他認為創新初板的
方向是可以嘗試，不過要關注細節問題。

擔心上市費用偏高
他曾與部分初創公司及金融界人士，商
討創新板這個議題，業界均回應說，縱使
港交所指會降低上市門檻，但仍擔心上市

費用偏高，可能有多達三至四成的集資額
被用作上市費。此外，對於能否找到100
位具專業背景的投資者，以達到上市門
檻，也是初創公司所關注的。
莫乃光指出，創新初板只容許專業投資

者參與，尋找到100名並不容易，他不認
為單純減少投資者人數，就可以解決問
題，而是需要一籃子方案，他期望有創新
初板公司能成功，或在創新主板帶動下，
市場可更活躍。
另外，投資者對科技公司並不算熟悉，
相對於美國其實有不少公司未有盈利，但
仍相當受投資者歡迎，這習慣明顯與香港
不同，故他指，本港需從不同渠道，增加
金融界對有關板塊的認識。
本港初創公司的Fire Ants Finance發言

人也認同，創新板對初創公司肯定有正面

幫助，但目前創新板的規劃尚屬起步階
段，不單還要一段時間才能推出，當中亦
有不少未知數。他又認為，對初創公司來
說，上市的首要作用是宣傳公司品牌，其
次才是籌集資金。

TNG：法規支出龐大
電子支付錢包公司TNG始創人及行政

總裁江慶恩也指出，上市是公司的下一步
發展計劃，但一旦上市，在人力資源、法
規等方面的費用支出甚龐大，上市後亦受
到了監管，故需慎重考慮。
他表示，暫未有考慮到其他市場上市，
因為港股的上市標準高，若能在本港上
市，某程度上要在其他市場上市也沒太大
難度，由於該公司較熟悉本港市場，相對
到其他市場上市有地區優勢。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梁悅琴)由於出售紅
磡海名軒物業後租金收入減少，泓富產業
（808）昨公佈截至今年6月30日止半年錄
得收益22.25億元，按年跌0.2%，物業收入
淨額按年增長0.6%至17.7億元，每基金單

位中期分派增加1%至9.15仙。
泓富產業主席趙國雄表示，一直有物色

可收購物業，惟目前市場暢旺，物業價格
較高令回報率一般被壓縮到2至3厘，較集
團股息回報率逾5厘有差距，故暫時沒有任

何一個物業洽商至買賣階段。泓富產業信
託的資產負債比率維持25.4%。
泓富上半年租金調升率為8.1%，行政總
裁黃麗虹表示，有關數字較高峰期時的逾
30%，或近年的逾10%減少。 期內旗下七
項物業租用率亦保持於 96.7%的穩定水
平，平均單位實際租金錄得2.7%的增長。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張美婷)本港上半
年實際經濟增長4%，銀行公會署理主席
龔楊恩慈昨日於記者會表示，相信與環球
經濟有改善有關。
上半年寬鬆的貨幣環境帶動資產市場，
令本港經濟顯著回升，特別對私人消費構
成支持，相信於就業市場向好和跨境金融
活動增加的情況下，下半年經濟增長較去
年略為加快，預計增長步伐創下2013年

的新高，惟需留意地緣政治、環球經濟不
確定，以及本港樓價高等因素。

港資金池維持充裕
早前港匯持續下跌，龔楊恩慈表示，港
元與美元掛鈎，若港息對美息折讓， 港
元就會趨向7.85弱方兌換水平，相信早前
港匯持續下挫，只是反映制度運作正常，
呼籲市場無需要過分擔憂和解讀。

另金管局周三增發外匯基金票據，她認
為，此舉動可助銀行增加流動性管理，相
信可得到業界支持，而增發完成後銀行體
系的結餘會由2,600億元，減少至2,200億
元，料本港資金池仍維持充裕水平。

上半年貸款增逾10%
加上整體港元拆息於增發外匯基金票據

後仍然保持穩定，未對本港資金流動性和

利率水平，未帶來負面影響。
至於貸款方面，龔楊恩慈表示，上半年

貸款增長10.2%，本地相關貸款增長約
9.3%，而境外貸款增長約12.4%。
目前境外使用較境內為高，因為全球經

濟改善，而內地企業貸款需求增加，加上
受惠於內地「一帶一路」拉動令貸款增
長，料全年貸款有低雙位數字的增長，較
去年高。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港 交 所
（0388）旗下聯交所昨建議就兩
個額外的上市文件章節設立頁數
上限，聯交所兩封已更新的指引
信指，若上市文件不夠簡潔、不
着重披露重大資料，其上市申請
可能會被暫停審理。聯交所提出
兩輪意見後，若創業板的上市申
請仍未能讓人清楚了解其基本事
宜，聯交所可能會退回有關申
請。
聯交所指出，清晰及簡潔地

草擬的新申請人的股本證券上市
文件可加快審理程序。為改善上
市文件的質素及清晰度，聯交所
昨刊發兩封已更新的指引信，分
別是（1）HKEX-GL86-16「簡
化股本證券新上市申請上市文件
編 制 指 引 」 ， 以 及 （2）
HKEX-GL56-13「有關下述事
項的指引：（i）提交的大致完
備申請版本的披露要求；及
（ii）申請版本及聆訊後資料集
在聯交所網站的登載。

設頁數上限 內容須簡潔
其中就HKEX-GL86-16的改
動，新增的建議設頁數上限。為
令上市文件的內容更加簡潔，着
重披露重大資料，聯交所已就上
市文件中「歷史及發展」及「適
用法例及法規」兩節採納了20
頁的建議頁數上限。此前，聯交
所已就「概要及摘要」及「行業
概覽」兩節設立了10頁的建議
頁數上限。
聯交所表示，若上市文件指定

章節的頁數超過聯交所建議的頁
數上限，或者「概要及摘要」一
節所載資料幾乎全部由其他章節
複製而成，未有闡釋主要財務數
據出現大幅波動的原因，有可能
酌情暫停審理有關的上市申請。
當上市申請遭暫停審理，申請人
必須重新擬備上市文件的相關章
節 ， 從 而 完 全 符 合
HKEX-GL86-16所述的要求，
聯交所才會恢復審理程序。
另外，對HKEX-GL56-13的
改動，鑑於創業板的上市申請有
所增加，聯交所關注創業板上市
文件中披露資料的質素。如聯交
所提出兩輪意見後，仍未能清楚

了解個別創業板上市申請的基本事宜，例如申
請人的業務模式或營運情況，有可能證明上市
申請的披露並非大致完備。於聯交所認為合適
的情況下，聯交所有可能退回該上市申請。

叮囑保薦人做好盡職審查
港交所集團監管事務總監兼上市主管戴林瀚

表示，為改善上市文件的質素及清晰度，決定
按發佈的更新後的指引信，有可能酌情暫停審
理或退回申請。亦想趁此機會提醒保薦人，在
新的保薦人制度下，他們的職責包括進行適當
的盡職審查。保薦人有責任協助申請人因應上
市部的意見回覆，自己亦有充分準備，能在上
市委員會及創業板上市審批小組的聆訊上回答
提問。就有關意見或問題不作出回應或回答不
清晰，都可能會導致上市申請被退回或拒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周曉菁）電訊盈
科（0008）日前宣佈，旗下OTT引入聯
想控股（3396）旗下弘毅投資、鴻海旗
下Foxconn以及新加坡淡馬錫為投資者。
電訊盈科媒體集團董事總經理李凱怡

昨於午宴中表示，引入投資者可令公司加
快拓寬海外市場，提升市場滲透率，目前
的合作令多方都十分滿意。
李凱怡透露，截至6月底，Viu在亞洲

市場已擁有1,200萬每月活躍用戶，用戶
平均每日在平台停留1.3至1.8小時，每
周觀看14至15條影片，其中70至80%服
務收入來自訂戶服務。
Viu已順利在香港、新加坡、馬來西

亞、印度以及巴林、埃及等15個市場提
供服務。

東南亞市場發展空間大
對於攻佔亞洲市場，她解釋，東南亞

和南亞眾多國家人口基數大，視訊服務的
提供處初級階段，「市場巨大，不需要完
全佔有」，若能，公司的收入有機會大幅
上漲。內地市場方面，她認為已經趨於成
熟，內部競爭十分激烈，不會以供應商進

入，只會以出售視訊的方式採取合作。

樂視財困 無礙英超轉播
由於樂視近期財務狀況備受質疑，市

民十分關心英超聯賽在港轉播是否會受到
影響，李凱怡回應，一定可以順利播放，
無需擔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婉玲）李寧公司
(2331)昨公佈截至6月底止中期業績，純利
1.89億元(人民幣，下同)，按年上升67%，
高於市場預期。每股基本收益7.93分，不
派中期息。電商收入佔比由去年同期的
16%升至19%，首席財務官曾華鋒表示，預
期全年電商收入升40%，電商全年收入佔
比將維持約20%。

上季電商業務增40%
期內，收入39.96億元，按年增長11%；
整體毛利率由去年同期的 46.7%升至
47.7%，有關增幅主要來自毛利率較高的直
營業務(包括自營零售及電商)佔比上升，批

發渠道的新品銷售佔比提升，以及自營店
舖新品折扣改善。
截至6月底季度，李寧銷售點包括電子商

務在內的整個平台，零售流水(包括線上及
線下)按年錄得10%至20%低段增長。就渠

道而言，零售按年錄得低單位數增長，批
發渠道按年錄得中單位數增長，電子商務
業務按年錄得40%至50%中段增長。
曾華鋒估計，今年核心品牌店舖會淨減

少200間至300間，至於青少品牌「李寧
YOUNG」則預計增加100間，整體全年淨
減少100至200間。截至6月底，於中國李
寧銷售點共6,329個，期內淨減111個。
被問到手頭現金充裕，加上業績表現不
錯，會否考慮派息，曾華鋒回應指，若以
現時的現金流趨勢，下半年手頭現金有機
會增至28億元。不過，集團或需要預留資
金發展三大新業務，將有機會按市場反應
開設實體店。

■李寧首席財
務 官 曾 華 鋒
（左）料電商
約 佔 收 入 兩
成，旁為主席
李寧。

香港文匯報
記者吳婉玲 攝

電盈﹕Viu引資助闖海外李寧中期多賺67%勝預期

■■李凱怡指李凱怡指
ViuViu在亞洲擁在亞洲擁
有有12001200萬活萬活
躍 用 戶躍 用 戶 。。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周曉菁記者周曉菁
攝攝

■■TNGTNG始創人及行政總裁江慶恩始創人及行政總裁江慶恩（（右三右三））指出指出，，上市是上市是
公司的下一步發展計劃公司的下一步發展計劃。。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攝

■■數碼港與港交所合辦創新板成立研討會數碼港與港交所合辦創新板成立研討會，，左四為羅左四為羅
力力、、左五為林家禮左五為林家禮。。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