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傳將融資 螞蟻金服估值或超7800億

美獅美高梅開幕 主攻高端大眾客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馬翠媚）距離農曆

新年只餘兩日，滬深

港通的港股通昨已收

爐 ， 欠 缺 北 水 支 撐

下，仍無礙港股跟隨

隔夜美股回勇。在重

磅股騰訊（0700）、

平保（2318）及中資

金融股領軍下，港股

扭轉連日來跌勢，昨

早上曾大升 710 點，

重返3萬點關口，然而

午後乏力再度失守3萬

點，收報29,839點，

升 379 點，假期前夕

節日氣氛濃，成交繼

續縮減至1,288億元的

一個月低位。

港股續波動 3萬關得而復失
北水收爐 節日氣氛濃 成交再縮減至1288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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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莊程敏）美高梅
中國（2282）及其母公司美高梅國際酒
店集團位於澳門路氹的綜合度假酒店項
目「美獅美高梅」，於多番延期下終於
昨天開幕，投資額高達34億美元。美高
梅中國首席執行官簡博賢於記者會上
指，延期並沒有對投資額造成大影響，
很有信心項目的長期投資回報率將會達
到股東的期望，新項目將會主攻高端大
眾市場，希望可以進一步擴闊美高梅業
務的多樣性。

據介紹，「美獅美高梅」的娛樂場設
有125張賭枱，當中有77張賭枱是由美
高梅轉移至新賭場。簡博賢表示，此做
法於澳門業界很常見，因可以將賭場未
用盡的賭枱提升利用率。他稱，新賭場
的定位為高端大眾，未來亦會開設VIP貴
賓廳，目前仍在施工當中，相信透過新
設施將能吸引更多有質素的人流，雖增
設很多非賭博設施，但預計新項目收入
來源始終是來自賭場業務，其他只是輔
助功能。

農曆新年預約酒店數字強勁
臨近新春傳統旺季，簡博賢指，目前農
曆新年的預約酒店數字很強勁，相信「美
獅美高梅」於農曆新年將錄得強勁表現。
他又透露，「美獅美高梅」於3個月前開
設的社交平台追隨者由1萬人急升至4萬
人，希望透過網絡平台可以吸引更多人
流。
美高梅中國聯席主席何超瓊昨出席開

幕禮時亦指，「美獅美高梅」應用嶄新

科技再結合藝術文化創意，為旅客說好
「澳門故事」，為澳門開創與別不同的
旅遊新體驗。

何超瓊：把握大灣區發展機會
何超瓊續指，會充分利用大灣區的發

展機會，促進區內文化及經濟交流，並
會融入中國發展之內。
「美獅美高梅」於場內放置300件頂級

藝術珍品，並提供1,390間客房及套房、
約2,870平方米會議場地可舉辦各類型活
動，亦設有全球最大室內永久LED屏幕
的視博廣場、可容納2,000名觀眾的亞洲
首個多元化動感劇院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婉玲）電訊市
場競爭激烈，持續出現價格戰。數碼通
(0315)昨公佈截至去年底止中期業績，股
東應佔溢利為 3.28 億元，按年下跌
16.59%；每股盈利29.8仙；中期息派18
仙。首席財務總監陳啟龍昨於網上視像
會議表示，暫時未見市場有停止價格戰
的趨勢，但不太擔心對集團業績表現的
影響，又指對5G業務的投資不會影響全
年派息比率。

ARPU跌12% 客戶流失率微降
期內，數碼通收入41.08億元，按年減

少23.54%。其中，服務收入跌5.68%至
25.22億元，主要由於客戶持續從手機月
費計劃轉用SIM-Only月費計劃、預付收
入下跌及語音漫遊的結構性下滑所致；手
機及配件銷售15.86億元，跌41.23%。
流動服務月費計劃每月每戶平均收入

(ARPU)為 262 元，按年跌 12.37%。不
過，手機補貼攤銷則跌41.5%至1.55億
元。扣除手機補貼攤銷後，月費計劃服務
收入維持於去年同期水平。集團客戶人數
按年增長10%至220萬人，而月費計劃的
平均客戶流失率降至0.8%的低水平。

5G業務投資無礙全年派息率
陳啟龍表示，現時談及5G投資屬言之

尚早，未來部分資本開支會用於發展5G
業務，預料有關的投資不會對目前75%
的全年派息比率造成影響。
總裁葉安娜表示，市場環境定價壓力

大，而且競爭激烈，集團期內整體ARPU
按年跌約 13%。由於行業的結構性轉
變，導致現時話音漫遊業務收入下跌，
但同時留意到數據漫遊業務正健康增
長，相信在未來數年或可抵消話音漫遊
下跌所帶來的影響。

價格戰持續 數碼通中期少賺17%

香港文匯報訊 人民銀行昨宣佈，為落
實第八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成果，根
據《中國人民銀行與美國聯邦儲備委員
會合作備忘錄》，人行決定授權美國摩
根大通銀行擔任美國人民幣業務清算
行。

中銀：優化人幣國際化佈局
中銀香港高級經濟研究員應堅表示，

全球出現首家非中資人民幣清算行，有
助於完善及優化人民幣國際化佈局，刺
激跨國金融機構拓展人民幣業務的積極

性，吸引更多市場參與者，提升全球對
人民幣的信心。
應堅指出，美國是全球最大經濟體及最
重要的金融市場，同時擁有兩家清算行，
應不會形成激烈競爭，反而可取長補短，
利用各自網絡覆蓋及技術優勢，推動中美
跨境人民幣結算，並促進美國當地更多使
用人民幣。他認為，近年來，美國人民幣
使用出現良性發展勢頭，尤其是人民幣支
付及外匯交易量增長較快，人民幣清算體
系進一步完善，可促進形成另一個重要的
離岸人民幣市場。

人行授權摩通任美國人幣清算行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張美婷)新經濟股又
有消息。據英國《金融時報》報道指，阿
里巴巴關聯公司螞蟻金服計劃進行新一輪
50億美元(約390億港元)的融資，最早可能
在本月啟動，這輪融資對螞蟻金服的估值
可能超過1,000億美元(約7,800億港元)，超
越目前估值 680 億美元的叫車公司優步
(Uber)，成為全球最大的「獨角獸」，並計
劃在上海，加上香港或紐約上市。
事實上，阿里巴巴主席馬雲曾於1月時表
示，將考慮於香港市場上市，並希望參與
打造香港金融市場，成為繼紐約後第二大
的金融中心。而阿里巴巴與螞蟻金服於本
月初宣佈，阿里將透過一間內地子公司入
股螞蟻金服的33%股權，外界解讀此舉是
螞蟻金服為上市作準備。

匯安智能暗盤每手賺千元
另外，今日有兩隻新股上市，昨晚暗盤
都有得賺。據耀才新股交易中心透露，港
澳及內地生物特徵識別解決方案供應商匯
安智能 (8379)暗盤最高報0.475元，最低報
0.35元，收報0.45元，較招股價0.35元，高
0.1 元或 28.57%；不計手續費，每手賺
1,000元。該股昨日公佈招股結果，以0.35
元定價，為招股價上限，發行2億股，集資
所得淨額約4,450萬元。股份公開發售部分
錄得超額認購92.69倍，一手1萬股，中籤
率40%，抽150手始穩獲一手。

香港裝修商DCB控股 (8040)昨暗盤最高
報0.8元，最低報0.68元，收市報0.78元，
較招股價0.75元，高0.03元或4%；不計手
續費，每手賺150元。該股發售價定為0.75
元，為招股價的中位數，集資淨額約3,710
萬元，認購 1 手 5,000 股的中籤率為
50.01%，要申請40手才穩獲1手。

4新股首掛澳能每手賺240元
其他新股方面，昨日4隻上市的新股表

現各異，最高賺240元，最多蝕600元。澳
門綜合型建築工程承建商澳能建設 (1183)
昨開市報1.16元，最高報1.44元，最低報
1.36 元，收市報 1.37 元，較招股價 1.25
元，高0.12元或9.6%。成交2.27億股，涉
資 2.81 億元。不計手續費，每手賺 240

元。

匯聚科技每手蝕600元最傷
定製電線組件供應商匯聚科技 (1729)股價
開報0.43元，最高見0.475元，以全日最低
收報0.425元，較招股價0.5元，低0.075元
或15%；成交2.50億股，涉資1.12億元。
不計手續費，每手蝕600元。
而本港建築承建商德益控股 (8522)全日收
報0.81元，較招股價0.8元，高0.01元或
1.25%；成交6,310萬股，涉資4,880萬元；
不計手續費，每手賺40元。本港餐飲集團
Top Standard (8510)全日收報0.33元，較上
市價0.35元，低0.02元或5.71%；成交1.31
億股，涉資4,040萬元；不計手續費，每手
蝕160元。

昨日表現最佳藍籌股
股份

舜宇光學(2382)

萬洲國際(0288)

銀河娛樂(0027)

中國平安(2318)

瑞聲科技(2018)

蒙牛乳業(2319)

騰訊控股(0700)

金沙中國(1928)

港交所(0388)

華潤置地(1109)

昨收(元)

119.00

9.10

64.50

82.35

148.90

24.60

422.40

42.95

266.00

28.45

變幅(%)

+5.7

+4.5

+3.8

+3.7

+3.4

+3.4

+3.1

+3.1

+3.1

+2.5

港股上周經歷「黑色一星期」，單周挫
近3,000點，至本周一跌幅收窄，港

股昨才跟隨外圍向好。上商研究部主管林
俊泓表示，10年期美國國債之期限溢價由
年初至今已上升了30 個基點，故此認為股
市調整幅度相當合理。他解釋，期限溢價
攀升部分原因是當市場湧現大量訊號，一
眾投資者或已搶先調整部署，因此並不代
表市場情緒已全面惡化。他重申，感覺投
資者並未陷入恐慌，而未來股市走勢，或
聚焦於即將公佈的美國1月份通脹數字表
現，市場能否喘定仍有待觀察。

騰訊平保等重磅藍籌領漲
重磅藍籌股昨領漲，騰訊昨收報422.4
元，升3.12%；平保昨收報82.35元，升
3.65%；友邦（1299）昨收報 61.3 元，升
2.17%；匯控（0005）昨收報 79.8 元，升
0.5%。另外，銀娛（0027）昨收報64.5元，
升 3.78%；金沙中國（1928）昨收報 42.95

元，升 3.12%。而聯想（0992）、中移動
（0941）、中電（0002）則逆市下跌，昨收市分
別跌2.05%、0.61%、0.26%。
焦點股方面，海航集團近年屢傳資金緊

張，恒地（0012）接手海航旗下香港國際
建投（0687）前年投得2幅啟德地皮，交易
作價159.59億元。受消息帶動，香港國際
建投昨曾爆升21%，其後升幅收窄，收報
2.26元，升7.11%，成交只有985萬元，恒
地亦造好，昨收報49.6，升1.12%。

手機設備股爆升 內銀受捧
手機設備股昨表現強勁，舜宇（2382）
前日發盈喜預計去年收入按年大升
120%，昨獲多間大行包括瑞信、野村、
大和及麥格理齊齊唱好，分別調升目標
價，當中以麥格理目標價最牛予220元，
相對昨收市價多 85%，舜宇昨收報 119
元，升5.68%，同時成為表現最佳藍籌。
瑞聲（2018）則獲花旗祝福，昨收報148.9

元，升 3.4%。丘鈦（1478）昨收報 10.58
元，升9.52%。
而內地上月新增貸款達2.9萬億元人民幣

創新高，帶動中資金融股昨齊齊彈起，其
中中行（3988）昨收報4.24元，升1.68%，，
招行（3968）昨收報32.9元，升1.54%，工行
（1398）昨收報6.55元，升1.39%。

證監促券商加強風險管理
證監會中介機構部執行董事梁鳳儀昨出

席電台節目後表示，現時港股市況波動，
籲證券經紀要小心向客戶借貸，證監會會
密切留意經紀融資活動，不時對券商進行
壓力測試及要求券商加強風險管理，但她
強調目前券商情況正常。
另外，港交所（0388）昨宣佈將於下月5日
起推出恒生指數及恒生國企指數期貨遠期
合約月份，以及增加恒生指數及恒生國企
指數遠期期權合約月份至5年半，為投資者
提供更多選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合和實
業（0054）昨公佈截至去年底止之中期業
績，受惠於投資物業及酒店與餐飲業務持
續增長，以及因應匯兌收益而錄得增長的
收費公路業務，中期溢利按年升145%至
21.1億元，期內核心溢利按年升13%至
7.59 億元，營業額則按年跌 14.27%至
10.99億元，派中期股息55仙。

政策緊縮 內地售樓速度放緩
合和實業執行副主席兼董事總經理胡

文新昨在電話會上表示，由於內地推行
房地產緊縮政策，集團持觀望態度下將
放緩售樓速度，因此預計旗下位於廣州
花都的合和新城項目，在本年度將難以
達成原定入賬5億元人民幣銷售額的目
標，但長遠而言他仍看好內地樓市，主
因需求仍持續。

難估樓市走勢 做好手頭項目
問到會否在本港投地及對樓市的看法

時，胡文新回應稱，由於樓市牽涉太多
因素，難以預測樓市走勢，就集團而言

較注重商業物業，住宅項目相對較少，
目前會先做好手頭上的物業項目，但不
排除日後會再作物業投資項目。對於東
九龍愈來愈多商廈落成，他指不擔心更
多樓面供應會導致租金下跌，又指該區
若被帶旺，旗下九展中心亦會受惠。

冀年核心溢利最少90%派息
胡文新又透露，集團擬提升派息率，

目標將全年核心溢利最少90%用作派發
股息，直至合和中心二期開業止。此舉
是為了回應股東需求，在發展與股東利
益中取得平衡，而集團預期合和中心二
期於2021年開業。他又指，除了出售合
和公路基建（0737）66.69%股權外，目
前沒有考慮出售其他項目，問到日後會
否作出資產整合，他則指視乎情況而
定，但業務本身沒此需要。
胡文新昨起升任為合和實業執行副主

席，他指上任後短期會做好手頭上的項
目，以及發掘新投資項目。對於是否準
備好接任主席之位，他稱不予評論，現
時會繼續做好手上的工作及崗位。

■ 4 新 股 昨 掛
牌。左起：Top
Standard、德益
控股、匯聚科技
及澳能建設四公
司高層主持上市
儀式。

莫雪芝 攝

合和實業中期多賺145% 擬增派息率

香港文匯報訊 新濠博亞昨宣佈，已向
所有合資格非管理層員工發放一個月酌
情花紅，及將於今年4月1日起，加薪
2.5%至8.1%不等，以答謝他們的不懈努
力及對公司的貢獻。
由4月1日起，月薪澳門幣16,000元
或以下之合資格全職非管理層員工將獲
加薪澳門幣600元，相等於3.8%至8.1%
的升幅；月薪超過澳門幣16,000元之合

資格全職非管理層員工則將獲加薪
2.5%。
此外，新濠博亞自2014年起提供的獎勵

計劃，讓合資格的員工選擇連續三年於夏
季領取一筆相等於一個月薪金的花紅，或
選擇「金蛋計劃」，即連續為公司服務約
三年後一次性領取一筆相等於6個月薪金
之獎金。合資格員工將於2018年7月領取
「金蛋計劃」的尾期獎金。

新濠博亞發一個月花紅

■簡博賢(左五)稱，有信心項目的長期投資回報率將會
達到股東的期望。左四為何超瓊、左三為美高梅國際酒
店集團主席馬仁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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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昨曾大升710點，一度重返3萬點關口，
收市升幅大為收窄，成交繼續縮減至1,288億
元的一個月低位。 中通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