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

悅琴）小超人李澤鉅於上

月 10 日正式接掌長和系

後，首度出擊進行大型海

外併購。長實（1113）夥

長 建 （1038） 及 電 能

（0006）昨齊公佈，合組

財團擬以770億港元收購澳

洲天然氣管道公司APA。

長實昨跌0.824%收報66.2

元，長建跌 0.252%收報

59.35元，電能升0.269%

收報55.9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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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實770億買澳洲管道公司
小超坐正第一巨刁 夥長建電能收購APA

近年長和系海外大型收購
年份

2017年

2015年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悅琴

收購項目

長實夥長建斥資414億元收購歐洲能源企業ista

長實以164億收購加拿大建築設備公司Reliance

長實夥長建及電能以431億元收購澳洲能源公司
DUET

長和旗下3意大利併購WIND，合併後新公司總值
達約1,837億元

通告指出，長實夥拍長建及電能合組財
團，提出以現金收購APA的無約束力

建議，每股11澳元，較上日收市有33%溢
價，總代價約 130 億澳元（約 770 億港
元）。收購需要財團內各間公司的股東批
准，如果未能達成此條件，長實會獨自完
成收購。資料顯示，截至2017年年底，長
實的銀行結存及定期存款達549億港元，負
債淨額與總資本淨額比率約為5.2%。

待通過審查及政府批准
長實集團副董事總經理兼長建副主席葉
德銓回應查詢時表示，提出擬收購APA乃
一項不具約束性之建議，並需符合若干先
決條件，包括需通過盡職審查，以及獲取
有關股東及政府機構之批准。目前，有關
收購建議尚在初步商討階段，如公告所
述，未能確定最終是否會進行交易。
APA Group 於澳洲證券交易所上市
（ASX：APA），在澳洲擁有並經營能源資
產及投資。APA的天然氣管道，遍佈澳洲
各州份，市佔率大約一半，擁有及營運逾
20億澳元的能源建設資產。APA認為，進
一步接觸長實財團較切合股東利益。交易

建議亦需要獲得澳
洲外國投資審查委
員會等機構批准。
長建在澳洲投資

的基建數目僅次於
英國，計及上年以
431億元收購的澳洲
能 源 企 DUET
Group，長建於澳洲
現擁6個項目，業務
涵蓋天然氣、電商
等，收購APA將助
長建進一步擴大在澳洲的版圖。不過，長
建於2016年擬夥拍國家電網競投澳洲新南
威爾士州電網公司Ausgrid的50%股權，結
果遭澳洲政府以國家安全理由否決。

有助長建擴大澳洲版圖
大和發表報告指出，假設收購APA的交

易在今年底完成，長建2019年淨利潤可能
增加約11%，淨負債率至2018年底將從
15%上升至27%。大和估計，長建不太可能
透過發行股份來完成收購，反而公司可能
另外發行8億美元的永久債券來為交易提供

資金，以將其淨負債比降至21%。
報告指，與長建現有資產具協同效應

者，包括 Australian Gas Networks，以及
2017年收購Duet獲得的Dampier Bunbury
Pipeline、 DBP Development 和 Multinet
Gas。
不過，反壟斷法可能是一個障礙，長建

可能要出售部分APA資產來完成交易，預
計長建將出售APA在Goldfields Pipeline、
Parmelia Gas Pipeline 及 Mondarra Gas
Storage Facility中的部分股份，以獲得澳洲
競爭及消費者委員會（ACCC）的批准。

香港文匯報訊
（ 記 者 張 美
婷、實習記者
黃懿汶）佳源國
際（2768）早前
與「舖王」鄧成
波成立合資公
司，共同發展屯
門新合里、菁雋
物業及葵涌成功
中心等。佳源國
際行政總裁兼執
行董事卓曉楠昨
日於股東大會後
稱讚鄧成波為良
好的合作夥伴，與其合資公司的項目投資
額約 26 億元人民幣（折合約 30 億港
元），目前正商討銷售項目的策略和日
期，料稍後會對外公佈。

冀下半年公佈大灣區項目
卓曉楠表示，公司一直在港物色好的

投資機會，去年亦曾參與投地，與鄧成波
理念相同，故成立合資公司共同發展。屯

門新合里及菁雋發展成熟，對其推售有信
心，不過暫未推出時間表。她續指本港樓
市需求量大，故睇好香港樓市。
對於內地房地產方面，公司主席兼執

行董事沈天晴表示，相信內地政府會理性
調控樓市，故對未來內房表現仍是睇好。
另外，該公司指看好大灣區的發展機遇，
期望下半年公佈旗下有關大灣區項目的部
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夢璟 上海報
道）漢能薄膜（0566）昨日在滬召開發
佈會，推出全系消費電子產品。漢能全球
應用產品研發總部產品總裁鄭迪表示，產
品將展現移動能源與消費電子的結合，也
意味着公司全面發力消費電子領域。
據介紹，此次新品包括漢能漢紙以及
漢能漢包。其中，漢紙是全新的移動光能
發電裝備，據稱可在陽光下實現對各種電
子終端設備的無限連接，移動充電解決方
案。由於其輕量的外形，可讓用戶實現自
由摺疊、單手握持等使用體驗。鄭迪表

示，漢紙採用分體式設計，搭載了全球領
先的柔性共蒸發薄膜太陽能技術，即使弱
光、低溫時也可正常工作，同時，其配備
的5,000mAh儲電容量，可通過薄膜太陽
能技術，隨時儲備電量，以備不時之需，
做到「沒光也有電」。
而漢包則是在實現背包功能的基礎上，

搭載了太陽能黑科技發電功能，在匯集點
滴能量同時，可解決用戶應急充電需求。
不過，談及公司復牌情況，該公司相

關工作人員表示，仍在配合證監會工作，
目前暫無其他信息可以披露。

漢能推新品搶攻消費電子

佳源與鄧成波合資項目適時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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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洲APAAPA，，是李澤鉅接掌長和系後首度進行是李澤鉅接掌長和系後首度進行
大型海外併購大型海外併購。。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卓曉楠卓曉楠((右右))指本港樓市需求量大指本港樓市需求量大，，續睇好香港樓市續睇好香港樓市。。左為沈天左為沈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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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復牌，一如所料開盤即封死跌停至收
盤，股價跌3.13元，報28.18元。隨着中

興暴跌，曾經重倉該股的基金面臨抉擇，且已
有基金公司大幅下調中興通訊的估值，最多的
預計有4個跌停板。中信證券研報認為，短期
停工帶來的營收減少以及管理層變動等，都將
對公司未來利潤造成較大衝擊，預計公司合理
股價為20.34元，相比於停牌股價31.31元下跌
約35%。

中興A股復牌即遭跌停
值得一提是，與中興通訊同屬通信設備的工
業富聯，上市僅第四日就漲停斷纜，速度之快
在A股次新股中少見。截至收盤，該股升
7.2%，報25.72元。工業富聯在上市第一天就
取代海康威視，坐上中國科技股市值第一的寶

座。
彭博社指，今年以來A股表現低迷，對流動

性的擔憂是主因，昨日公佈的社融增幅為近兩
年最低，進一步加劇市場對流動性趨緊的疑
慮。大環境本就不利市值超過5,000億元的工業
富聯繼續大漲；加上A股很快就要迎來CDR及
獨角獸企業陸續回歸，料會分流更多資金。
凱基證券駐上海的分析師陳浩也指，如果沒

有CDR的話，工業富聯可能是比較稀缺的類
股，但是接下來又有比它更像獨角獸的企業；
如果把工業富聯歸入製造型企業，那現在約30
倍的本益比就不算低。他指，市場缺錢的情況
下，打新股獲利就跑的情況可能比較多。
陳浩認為，工業富聯負債率高、毛利率低，
「本質上就是代工企業」。工業富聯目前漲幅
累計達87%。昨日開板後該股成交量猛增，截

至收盤成交 158 億元，佔滬市成交總額約
10%；周二工業富聯成交僅3.5億元。
該股開板也拖累供應商多數走低，奮達科技

下跌5.5%，沃特股份下跌7.2%；相較於上證綜
指跌1%。工業富聯的關聯企業富智康集團及鴻
騰六零八八在香港分別跌1.4%和0.8%，母公司
鴻海在台股升0.1%。
但陳浩認為，該股今日有可能重回漲停，但
若沒封板，隨着CDR接下來上市，工業富聯的
股價可能會跌向發行價。

滬深指下跌 成交額萎縮
總體大市仍低迷，上證綜指跌0.97%收報

3,049點，深圳成指跌1.49%收報10,161點，創
業板指跌 1.57%收報 1,685 點，兩市總成交
3,429億元，較前一交易日萎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中與通訊A股昨日復牌即跌停，單日市值蒸發131億元（人民幣，下同）。

另一方面，與中興通訊同屬通信設備的工業富聯，獨角獸光環開始失色，開市曾一度下跌，盤中雖一度漲停，但之後漲

停被打開，至今僅三日漲停。截至收盤漲7.21%，報收25.72元。有分析師認為，市場對流動性擔憂加劇，CDR陸續回

歸料分流更多資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廣
州報道）「工業互聯網產業聯盟實
訓基地」昨日在廣東揭牌，也標誌
着中國首個智能雲製造示範基地正
式落戶。該基地落戶於江門市高新
區，以首批獲國家工信部頒發可信
雲認證的工業互聯網平台「智能雲
科iSESOL平台」為核心，將集中
展示「工業互聯+雲服務+智能終
端」創新領域的先進裝備、技術及

服務。
據了解，「智能雲科iSESOL平

台」由瀋陽機床與神州數碼等上市公
司共同出資發展，已完成一系列智能
製造業務佈局；而智能雲科還參與中
國工業互聯網標準開發和制定。有參
觀該基地的港企負責人表示，該基地
提供工藝驗證、樣品製造、技術培
訓、機床租賃等業務，可為有需要的
企業發展「智能工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
海報道）歐洲高端印製電路板製造
商奧特斯（AT&S）高層在上海表
示，2017/18財年中國兩家工廠收
入顯著增加，令集團流動資本調整
前現金流從9,050萬歐元增至1.921
億歐元，令集團現有的業務收益，
可為不動產、工廠和設備投資提供
資金。
儘管市場充滿挑戰、匯率環境

不佳，期內奧特斯銷售額仍然同
比增21.7%，至9.918億歐元，中
國市場尤為功不可沒。除得益於
新一代mSAP技術的成功引入、及
半導體封裝載板產量的增加，奧
特斯（中國）董事會主席潘正鏘
透露，重慶和上海兩地工廠產能
利用率較高，令集團移動設備及
半導體封裝載板事業部銷售額顯
著增長。

AT&S：中國工廠帶動收益急增

智能雲示範基地落戶廣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莉杭州報道）國家
金融與發展實驗室溫州研究基地近日在溫州商
學院正式成立，經濟學者李拉亞出任首任主
任。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表示，

研究基地落戶
後，將組建研究
團隊積極開展溫
州民間資本動態
監測、小微金融
服務創新、區域
金融風險化解等
研究，服務溫州
市金融綜合改革
試驗區建設和民
營經濟轉型升級
的金融服務需

求，為全國金融改革提供溫州經驗。
2012年由溫州中小企業「擔保鏈」斷裂導

致的區域金融風險爆發，正值彼時，溫州市
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也正式批覆設立。數據

顯示，2012年至2018年3月末，溫州市共協
調幫助1,800多家企業處置金融風險，累計處
置不良貸款1,880多億元人民幣。據知情人士
透露，溫州金改即將迎來2.0版本，目前方案
已上報中國人民銀行待批覆，服務實體經濟
是大原則。
在細化實施層面，針對原有的金改項目進

行深化，並利用「互聯網+」、大數據等現代
化技術和六年金改積累下來的數據去改善溫
州金融生態。

市長姚高員：突出實體經濟
溫州市市長姚高員表示，「2.0」在第一階段

改革成果的基礎上，更加突出金融服務實體經
濟，更加突出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更加突出
金融科技創新與風險監管。

■ 姚 高 員
（左）與李
揚（右）共
同為溫州研
究 基 地 揭
牌。

溫州金改將推2.0版本

■滬指及深指昨日分別下跌0.97%及1.49%。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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