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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線折讓40%「1供1」
最多籌6.9億 正評估出售虧損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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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主減租促租賃部分個案

單位

馬鞍山薈朗2座高層A1室

馬鞍山迎海8座高層C室

嘉湖山莊麗湖居9層低層C室

奧運站維港灣6座高層E室

跑馬地樂榮閣低層H室

嘉湖山莊賞湖居2期2座中層C室

長沙灣喜薈3座高層D室

西半山雍景臺2座中層G室
製表：蔡競文

實用面積

322

501

546

602

428

551

391

1,119

成交月租（元）

15,500

18,500

12,000

28,000

23,000

12,300

16,500

58,000

減幅

-13.89%

-11.9%

-9%

-6.67%

-6.1%

-5.38%

-4.07%

-3.33%

四大代理十大屋苑成交

中原

利嘉閣

美聯

港置

製表：記者周曉菁

上周末成交（宗）

6

6

4

2

+5

+4

+1

+1

變化（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樓
價下行壓力增，部分用家傾向租住物
業，待樓價下跌才入市，以致近期租
盤成交不俗。同時，因應近期樓價下
調，業主亦願減租，進一步促成租賃
成交。

嘉湖山莊3房減租9%
中原地產天水圍副區域營業經理伍

耀祖表示，剛錄嘉湖山莊租務成交，
單位為麗湖居9層低層C室，實用面
積 546 方呎，3房間隔，月租叫價
13,200 元，放盤 2星期，最終減價
9%，以12,000元租出，實用呎租22
元。按業主於2017年435萬元買入價

計，租金回報約3.3厘。
另外，祥益地產林家倫亦表示，該

分行也促成嘉湖山莊租賃成交，單位
為賞湖居2期2座中層C室，實用面積
551方呎，3房2廳，近日獲業主增加
議幅，即時減價700元，以12,300元
即睇即租，以實用面積計算呎租22.3
元，單位的租金回報率約2.6厘。
利嘉閣馬鞍山迎海分行劉鵬昌透

露，市場新近錄得馬鞍山迎海8座高
層C室單位一宗租賃成交，實用面積
約501方呎，2房2廳，原叫租21,000
元，至近日獲租客議價約11.9%，以
18,500元租出，折合實用面積呎租約
37元。租金回報約2.2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剛過去的
周六及周日假期，一手市場缺乏新盤吸
睛，九龍建業旗下油塘海傲灣周六及周
日成功售出17伙，套現超過9,300萬元。部
分二手業主劈價放盤令買家積極回流，市
場略有回暖。據四大代理行數據，上周六
日十大藍籌屋苑成交總數均有增加，分別
錄得2至6宗不等。自六月來，十大屋苑的
周六日成交量持續在低位徘徊。
據市場消息指，剛過去周末日一手市場成
交逾30宗，絕大部分新盤錄得零星交投，其
中早前因應市況而大變陣的九龍建業油塘海傲
灣，成交17宗最多。該盤月初引入80%高成
數一按，然後又將推售中的112伙停售，並改
以招標形式發售134伙，周六及周日標出17
伙，套現超過9,300萬元。

海傲灣稱投資者佔40%
九建市務及銷售部總經理楊聰永周六表
示，海傲灣售出的17伙單位遍佈各類戶
型，分別有開放式、一房及兩房戶，成交
的最高交呎價為向全海一房戶，面積264平
方呎，呎價為22,727元。他認為，樓花期
比市場近期新盤為短，吸引不少投資者及

用家入市，是次用家約佔60%，
約40%為投資者，相信其後成交
的呎價將肯定再創新高。
此外，會德豐旗下將軍澳

MONTEREY周日售出7伙單位。
二手方面，中原上周末錄得6宗

成交，雖仍為中單位數成交，卻已
創14個周末新高。中原亞太區副
主席兼住宅部總裁陳永傑解釋，近
日外圍及股市回穩，市場情緒好
轉，周六日一手市場欠缺焦點，主
要銷售貨尾，令購買力回流二手市
場。普遍業主態度軟化，吸引買家睇樓覓
平盤，個別放盤減價一成以上，即吸引買
家撈底入市，帶動二手成交量回升。

二手成交低單位數徘徊
多間代理表示，周六日睇樓量回勇。港
置西九龍昇悅居分行首席分區董事文啟光
稱，上周睇樓量升逾2成，本月至今亦錄得
5宗成交，遠勝上月同期僅錄1宗成交。美
聯太古城金星閣分行助理營業董事施衍銘
亦指出，太古城本月暫錄得約5宗買賣成
交，買家主要物色減價盤，近日成交的個

案主要屬減價盤，個別減幅較為顯著，故
吸引買家入市。港置和美聯上周分別錄得2
宗和4宗成交。
二手市場略有起色，但利嘉閣地產總裁
廖偉強指出，自6月中下旬起，十大屋苑周
六日成交宗數在10宗以下徘徊，情況已持
續4個多月，反映投資者及用家入市態度非
常審慎，而中美領導人就貿易戰的新一輪
談判預計於本月底舉行，市場短期觀望氣
氛甚濃。不過二手業主減價取態不一，買
賣拉鋸情況仍然嚴重。利嘉閣周六日促成6
宗交投，已連續21個周末呈個位數。

海傲灣標售134伙 兩日賣出17伙

有線寬頻未來一年資金需求
項目

未來12個月營運資金需求總
額（包括資本支出）

營運開支

資本支出

收購節目及製作節目

以內部產生資金撥付

以公開發售所籌集資金撥付

以供股所籌集資金撥付
製表：蔡競文

金額（百萬港元）

1,602.8

1,057.4

140.5

404.9

937.2

66.3

599.3

有線寬頻去年9月易主，永升（亞
洲）成為大股東，其主席邱達昌

於9月初曾表示，公司未來一定有集資
需要，惟其後該公司澄清此言論僅為
邱達昌個人觀點及其作為公司股東的
個人期望，該公司無就任何籌集資金
活動設有明確計劃。事隔逾兩個月，
有線寬頻昨日公佈，以「1供 1」形
式，供股集資最多籌6.9億元，每股供
股價為0.109元，較周五收市價0.177
元，折讓38.4%。

大股東永升承諾包銷
據公佈，有線寬頻以1供1形式供

股，發行不少於62.06億股及不多於
63.46億股。供股所得款項淨額，扣除

開支後，估計不多於約6.76億元，及
不少於約6.62億元。大股東永升(亞洲)
現持有有線寬頻約43.2%股份，已承諾
悉數接納供股股份，永升(亞洲)並會出
任包銷商。
今次有線寬頻預計供股集資所得淨

額不少於6.62億元，其中約1.4億元用
作資本支出，包括增強網絡基礎設
施；提升廣播設備；租賃物業裝修、
傢具、裝置及辦公設備。另外，約3.5
億元用作向獨立第三方外購節目及製
作節目；約1.71億元用作一般營運資
金。

競爭激烈廣告收入下跌
通告提到，由於上半年初客戶基礎

減少；及OTT服務（互聯網綜合視頻
和應用服務）平台及數碼媒體激烈競
爭導致收費電視廣告收入下跌，集團
日常營運所需資金超出預期，導致經
營現金流入減少。自永升（亞洲）入
主後，作為策略檢討其中一環，集團
正評估成立夥伴企業或出售虧損業
務，藉以減少業務的現金流失，惟無
法確定能否就任何交易得出任何令人
滿意之結論。為使集團能夠正常運
作，董事會認為有必要透過供股重整
營運資金，從而獲得充足時間執行重
組計劃。
通告又指，該公司董事會曾經考慮

其他集資方法，其中包括委聘其他獨
立包銷商、公開發售及債務融資等其

他融資方法，以滿足融資需求。該公
司曾就包銷供股接洽兩名獨立持牌經
紀商，惟獨立持牌經紀商表示，供股
不符合獨立持牌經紀商的投資期限，
以及該公司一直處於虧損狀態，最後
取消此做法。董事會亦曾考慮債務融
資，惟此舉會造成額外利息負擔，所
以也不選擇此方法。經過多番考慮
後，董事會認為控股股東全面包銷下
供股屬恰當做法，可藉此集資方案改
善流動資金狀況及擴大資本基礎。

每手買賣單位改2萬股
除供股之外，有線寬頻亦建議更改
每手買賣單位，由每手1萬股增至2萬
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近年一直處於

虧損狀態的有線寬頻(1097)向股東伸手，昨日

公佈以1供1形式，供股集資最多籌6.9億元，

每股供股價為0.109元，較上周五收市價0.177

元，折讓38.4%。通告指出，董事會估計集團

未來12個月營運資金需求總額，包括資本支出

在內，需資約16.03億元，連同內部產生資金

撥付等，今次集資所得能應付未來12個月的資

金需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香港國際美
酒展(下稱「美酒展」)於剛過去的周六圓滿結
束，三日的展會共吸引來自73個國家及地
區，近1.9萬買家入場參觀。個別國家及地區
的買家數目均錄得理想升幅，包括日本、新加
坡、新西蘭及俄羅斯等，其中內地買家對葡萄
酒需求強烈，特別是大量生產的中低價產品需
求熱切。

湘商洽單30萬美元
內地市場對葡萄酒需求仍然強烈，尤其是中

低價產品，美酒展正好成為內地貿易商尋找貨
源的理想場合。湖南十二木貿易有限公司總經
理吳華德表示，內地的消費者主要喜歡法國和
意大利的葡萄酒，其次是西班牙、澳洲及智利
的出品。
他指，美酒展是他們尋找新的葡萄酒和供應

商之理想平台，在今年的展會上，其向一家本
來已有合作的意大利酒商下了總值10萬美元
的紅酒訂單，同時找到一家意大利和一家西班
牙的新酒莊，計劃向他們各下約10萬美元的
紅酒訂單。
今屆美酒展還可以看到行業的其他變化。

主辦機構貿發局指出，近年威士忌在本港漸
趨流行，而本地顧客已經由早年集中留意來
自蘇格蘭和日本的大品牌，轉而對新興產地
和品牌的威士忌也感興趣，反映市場越趨成
熟。今年展商帶來不同產地的威士忌，包括
蘇格蘭、日本、台灣、美國、法國和捷克的
威士忌，除了囊括各種規模酒廠的產品，更
有展商帶來獨立裝瓶廠的威士忌，更能配合
買家的不同需要。

首設橄欖油專區
貿發局副總裁周啟良表示，今年是美酒展踏

入第十一屆，隨着港人對酒類飲品口味擴闊，
每屆酒展都看到場內展商帶來更多元化的酒類
產品供買家選擇。今年有特別多參展商推廣不
同類型的酒款，包括烈酒如威士忌，來自秘
魯、毛里裘斯及芬蘭的氈酒和冧酒，日本的清
酒和各式果酒，以及來自內地的白酒和黃酒
等，感覺百花齊放。
今屆美酒展值得一提的是首設橄欖油專區。

由於葡萄和橄欖生長的氣候和土壤相似，自古
以來有葡萄園的地方幾乎同時都會栽種橄欖
樹，直到今天，不少歐洲酒莊在釀酒的同時，
也會生產橄欖油。大會今年與Veronafiere S.p.
A.合作，首辦「橄欖油專區」，讓與會者品試
優質橄欖油，並學習橄欖油知識，包括如何分
辨初榨和特級初榨橄欖油的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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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首屆
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 (下稱「進博會」)
於剛過去的周六完滿閉幕。香港貿發
局在進博會設置「香港服務業展區」
及「香港產品展區」，讓香港企業向
來自世界各地的參展商和買家，展示
優質產品和專業服務，推廣香港作為
亞洲國際商貿平台的優勢。是次有逾
160家港企參與了進博會，參展的港企
對成效感到滿意，認為在進博會期間
接觸到很多潛在商業夥伴，有助企業
開拓市場。

嘉里物流綠地眾選簽備忘
「香港服務業展區」及「香港產品
展區」展出6天，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
參展商和買家參觀。「香港服務業展
區」展示香港各項專業服務包括建
築、物流服務、市場營銷及專業授
權、會計服務、資訊及通訊科技和旅
遊業，除此以外，亦有政府資助機構
及專業團體參與。「香港產品展區」
則以食品為主，展區是以綠色生活為

主調，採用開放式設計，推廣境外製
造的優質食品。
香港服務業展區參展商之一 嘉里

物流（香港）公司表示，企業於進
博會上接觸到來自各個行業的潛在
客戶，成功與幾個國家的港口建立
了聯繫，更與內地企業－「綠地眾
選」簽署了合作意向備忘錄，對參
展成績感到滿意。另一參展商縱橫
國際會計師行有限公司表示，進博
會有助開拓內地市場，展會期間能
夠接觸到有潛質的客戶，達到預期
效果。
至於香港產品展區，參展商培力控

股首席研發總監兼培力日本總經理範
本文哲表示，也表示對活動成果感到
非常滿意，他指參與進博會能夠直接
了解內地市場的機會和客戶對市場的
需求，為開拓內地市場獲得寶貴的訊
息，同時推廣企業形象。
區內另一展商八珍食品公司代表

稱，進博會吸引不少從未接觸過的高
質素觀眾，以及來自各省的專業買手

和經銷商，對於有機會向他們推廣優
質產品感到非常滿意。

馮國經籲內企借港「走出去」
在進博會期間，貿發局及特區政府

還合辦「國際貿易 香港經驗 」論
壇，向世界各地參展商、買家和貿易
商，推廣香港作為亞洲國際商貿平台
的優勢，並探討大數據運用、跨境資
金流通和企業管理國際貿易風險等議
題。

馮氏集團主席馮國經在主題演講時
指出，中美貿易爭端推動全球生產鏈
的重組，為國際貿易格局帶來深遠影
響，包括促使「一帶一路」合作成為
全球貿易新引擎，帶動更多新興國家
起飛。
他認為，香港可探索各種與內地

企業走出去的形式，合作佈局全球
供應鏈；也可以利用自身廣泛的國
際網絡，成為國際產品進入內地的
平台。

港企進博會攬客收穫豐

■進博會「香港服務業展區」及「香港產品展區」展出六天，吸引來自世界各地
的參展商和買家參觀。

■有線寬頻預計今次部分集資用作資本支出，包括增強網絡基礎設施；提升廣播設備；租賃物業裝修、傢
具、裝置及辦公設備。圖為早前有線寬頻與中國移動香港簽訂策略合作協議。左二為邱達昌。 資料圖片

■美酒展首屆國際中國白酒雞尾酒調酒師大賽
其中一位大會評判為藝人兼釀酒師廖碧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