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智能
手機不僅能為藝術創作提供素材，手機
本身也能成為創作的道具。華為旗下手
機品牌HONOR與頂尖馬來西亞藝術
家康怡（Red）合作，透過使用2,000
片 HONOR旗艦手機的回收玻璃背
殼，共創獨家藝術裝置「極光」
（AURORA） 。 康 怡 昨 表 示 ，
HONOR背殼精緻幻變的色彩讓康怡聯
想到美國阿拉斯加的北極光，成為她創
作AURORA的靈感。
據了解，玻璃背殼運用了15層納米

鍍膜技術，能夠反射並折射光線，製作
過程極為精密，一粒粉塵就能破壞背殼
的鍍膜。因此，每製作五個背殼，就有
一個需要丟棄。回收玻璃背殼的特性激
發了康怡的創意，將工業廢物衍變成現
代藝術，打造了「極光」裝置。
據記者於現場所見，當康怡為「極
光」（AURORA）進行介紹後，不少
參觀者均對能用玻璃背殼製作出一個既
複雜又宏偉的藝術裝置表示讚賞，同時
紛紛拿出手機拍照，令現場通道一度出
現阻塞。

另一方面，HONOR昨為即將上市的
智能手機HONOR View 20，發佈3項
全球首創突破性智能手機技術，包括
4,800萬像素後置鏡頭、HONOR魅眼
全視屏以及Link Turbo技術。

HONOR View 20擁突破性技術
HONOR的熊軍民昨於記者會上表

示，由於深刻體會到用戶持續連線的需
求，因此公司推出Link Turbo技術，革
新傳統智能手機體驗。據他介紹，
Link Turbo充分利用人工智能（AI）與
大數據科技，自動分析用戶使用模式以
及身處的網絡狀態，無縫轉換Wi-Fi和
4G 網絡模式，更可同時採用兩種網絡
提高下載速度。
此外，其4,800萬像素後置鏡頭，令
用家即使在放大圖片時，也可以保證優
質的圖像，提供更多更豐富的細節。至
於HONOR魅眼全視屏則是全球首創
的屏幕內置式前置鏡頭設計，採用精密
的18層技術將前置鏡頭嵌入屏幕的顯
示中，使顯示屏擴大至接近100%，為
用戶帶來無際的視覺體驗。
熊軍民表示，本月26日即將於北京

正式公佈更多HONOR View 20的消
息，至於明年1月22日則會在巴黎作海
外發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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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康怡藝術家康怡(Red)(Red)指阿拉斯加的北極光是創作指阿拉斯加的北極光是創作AURORAAURORA的靈感的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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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富途證券、
騰訊雲及香港電訊（6823）昨共同宣佈推出
三方聯合的首個金融專屬雲端服務（金融專
屬雲），以提升金融服務。對於有消息指富
途證券有意在美國上市，富途證券創始人李
華於記者會上表示，暫時沒有新消息可透
露，若有明確消息，將會對外公佈。
據了解，富途證券金融專屬雲是騰訊雲於

香港設立的首個金融專屬雲，該金融專屬雲
選擇設置於香港電訊的HKT SkyExchange網
絡設施管理中心，提供超低時延的網絡連接
服務，確保用戶即使在高流量、高峰期時能

擁有快速、穩定的使用體驗，為市場行情傳
遞及投資交易創造最佳網絡環境。
此外，富途金融專屬雲結合了證券行業的特

點，雲虛擬機數量是以往實體機的5至8倍，
通過高併發處理、海量數據存儲、大數據挖掘
及分析、高安全可靠的基礎能力，大大提高系
統數據的存儲量，也大幅提高系統安全性。

李華：「共有雲」符證券行需求
李華補充，度身訂製的金融專屬雲較一般

的「共有雲」更符合證券行的需求。他舉
例，遊戲公司與金融公司對雲服務的需求有

不同之處，因金融公司對資訊安全性的要求
更高，「遊戲金幣不見了未必是大事，但有
人竊取金錢則肯定是大事」，如兩間公司同
用「共有雲」，金融公司將面對較多風險。

富途證券推金融專屬雲

太古A（0019）與太
古地產（1972）新任主
席 施 銘 倫 （Merlin

Swire）今年7月正式上任，為太古大股東施
懷雅家族第六代傳人，昨日他首度與傳媒會
面時表示，自己於內地工作了5年，能操流
利普通話，又稱未來會協助集團搞好內地及
香港的夥伴關係。
趁聖誕節快到，太古系昨晚於金鐘太古廣

場總部舉辦了一個小型酒會與傳媒聚一聚。
以往太古大股東施懷雅家族成員都只是當系
內上市公司非執董，今次施銘倫擔正主席，

自然要面對傳媒。
施銘倫昨與傳媒閒聊時透露，他於1997

年加入集團，曾任可口可樂上海總經理及廈
門太古飛機工程行政總裁，於內地工作了5
年，如今可以講流利普通話，還即場用普通
話講了幾句。施銘倫亦介紹了系內各項業務
近況，坦言最感困難的是國泰（0293）洩露
客戶資料。
不少名門都喜愛收藏藝術品，於牛津讀古

典學的施銘倫都有收藏喜好，尤其偏愛古希
臘錢幣，至今已儲了約30個錢幣。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悅琴

太古施銘倫秀流利普通話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周曉菁）雖然股市前景未明朗，但

多隻中資新股繼續排隊上市，包括被形容為「安卓生態第一股」的

內地人工智能商業化平台萬咖壹聯（1762）、內地「新三板」上市

的生物製藥公司上海君實生物醫藥科技（1877），以及內地瓦楞紙

包裝供應商國際濟豐包裝集團（1820），三新股最多總共集資約

39.5億元。

新股招股資料一覽
公司

發行股數

招股價（元）

每手股數

入場費（元）

集資規模（億元）

招股日期

掛牌日期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周曉菁

萬咖壹聯
(1762)

7,639萬股

3.56至4.62

1,000股

4,666.56

2.72至3.53

11/12至14/12

21/12

國際濟豐包裝
(1820)

7,515.8萬股

3.98至4.76

1,000股

4,807.97

2.9913至3.5775

10/12至13/12

21/12

上海君實生物醫藥科技
(1877)

1.5891億股

19.38至20.38

1,000股

20,585.37

30.79至32.38

11/12至14/12

24/12

萬咖壹聯由即日起至周五招
股，招股價介乎 3.56 元至

4.62元，以每手1,000股計入場費
4,666.56元，是次擬發行7,639萬
股，其中一成公開發售，集資最多
3.53億元，擬12月21日上市。集
資所得的約30%將用於加強研發能
力；約30%用於推廣提升加快應用
程式的開發標準；約15%用於擴展
服務類別。該公司引入科技公司股
權投資公司海創國際為基礎投資
者，認購200萬美元等值股份，設
6個月禁售期。

高弟男：上市僅是開始
對於是次集資最多只有3.53億元，比

早前所傳的4億美元至5億美元（折合約
31.2億元至39億港元）縮水逾九成，萬
咖壹聯創辦人、主席兼首席執行官高弟
男昨出席記者會時表示，自公司決定來
港上市後，上市計劃就一直按原定計劃
進行。問到市況波動下會否擔心上市後
股價表現，他稱市場波動是正常現象，
而一間公司上市只是一個開始，真正發
展仍要靠公司業務。

君實每手入場20585元
另一未盈利生物醫藥公司上海君實生
物醫藥科技由「新三板」再殺落本港上
市，即日起至周五招股，招股價19.38
元至20.38元，以每手1,000股計，入場
費為20,585.37元。是次共發行1.5891億
股，其中10%在港公開發售，集資所得
淨額最高可達32.38億元，將於12月24
日上市。
據招股書顯示，君實招股所得款項的
65%用於在研藥品研發及商業化；25%用
於投資及收購製藥行業的公司；10%用於
營運資金及一般企業用途。公司亦獲多位
基石投資者認購：非執董林利軍所持有的
LVC Funds、北京鼎聯鑫、現有股東王樹
君等，合共認購2.42億美元股份。談及市
場浮動波及股價、以及港交所行政總裁李

小加對上市新規「生不逢時」的言論，行
政總裁兼總經理李寧於記者會上笑稱股民
最有發言權，又指「慧眼識英雄」，相信
公司不會受到影響。

濟豐包裝擬集資3.57億
引入玖龍紙業（2689）為基石投資者

的國際濟豐包裝昨日便開始招股，截至
本周四結束，招股價介乎3.98元至4.76
元，以每手 1,000 股計，入場費約為
4,807.97元。是次共發行7,515.8萬股，
其中10%在港公開發售，集資所得金額
最高可達3.57億元，預計12月21日上
市。
主席鄭顯俊表示，內地瓦楞紙包裝行
業分散，排名前十位包裝商市佔率僅
9.4%，而公司可佔0.65%，隨着內地嚴
格環保及稅務等規範，相信未來行業會
出現「良幣驅逐劣幣」的情況。當下中
美貿易關係緊張，但公司主打內地客
戶，影響很小。
鄭顯俊透露，集資淨額中的73.6%用
作擴大華東及華南地區的瓦楞紙箱工廠
版圖，浙江海鹽和廣東中山的新廠房將
於明年下半年投產；16.9%為現有工廠
升級生產設備及購置新機器設備。他還
強調，未來會參考香港上市公司的派息
政策，考慮派息。資料顯示，除玖紙
外，金融機構Mega Capital及內地山鷹
紙業亦為基石投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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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懼市況波動 中資股趕上市
萬咖引海創為基投 3新股最多共籌39.5億

香港文匯報訊 財務匯報局
主席潘祖明將於本月中正式卸
任，在他領導財務匯報局六年
間，致力推動本港獨立審計監
管制度改革，與國際接軌，以
鞏固及維持香港作為國際金融
中心的地位；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對潘祖明的領導及貢獻深表
讚揚和感謝。
根據財務匯報局昨日發表的

最新電子簡訊，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在答謝晚宴感謝潘祖明竭
力盡心付出，感謝潘氏過去六
年英明領導，並向政府提交極
具建設性的監管改革方案。同
時，祝候任主席工作順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英皇
集團（國際）（0163）昨宣佈，以11億
元出售位於九龍油麻地的盛世酒店，並
同時簽署有關臨時協議，是次出售預計
將於2019年6月10日或之前完成，預計
將會為集團帶來約7.46億元收益。據了
解，該酒店由舖王鄧成波或有關人士購
入。
盛世酒店樓高30層，提供199間客

房，總樓面面積約48,600方呎。英皇國
際於2011年併購並於2014年發展為酒
店項目，主要顧客群對象為商務人士和
觀光旅客。截至2018年9月30日，該酒
店於財務狀況表的賬面值約4.21億元。

張炳強：助加強資金儲備
該集團預期於扣除相關成本及支出

後，出售事項所得款項淨額將約為

10.935億元。英皇國際執行董事張炳強
表示，有關所得款項淨額除有助提升集
團財務狀況，加強資金儲備外，亦為未
來地產投資及營運資本方面提供額外資
金。
除了上述酒店出售，英皇國際最近以

18億元出售位於九龍尖沙咀廣東道4-8
號樓高兩層（連同外牆之掛牆式廣告招
牌使用權）的零售大樓，總實用面積為
2,776方呎。該零售大樓於2007年至
2010年分階段購入，當時總購入成本價
為11.6億元。

英皇11億沽盛世酒店

內地三大電訊商全部殺入
香港！中電信（0728）子
公司中國電信國際旗下中
國電信CTExcel全港首間
門店在銅鑼灣開幕。記者
觀察到，店內設有華為、
三星等品牌手機的陳列
台，店舖門口亦有Apple、
HTC HK等公司送上的花
籃，相信均為合作夥伴。
中電信國際總經理鄧小鋒
於現場致辭指，會為用戶

推出「大灣區互連」、「內地香港互連」等跨境流動通訊計劃。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周曉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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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三為鄧小鋒。 記者周曉菁 攝

■太古新任主席施銘倫最愛收藏古希臘錢
幣。 梁悅琴 攝

■■李華李華((中中))稱金融公司對資訊安稱金融公司對資訊安
全性的要求更高全性的要求更高。。 岑健樂岑健樂 攝攝

■國際濟豐包裝昨起招股，其中10%在港公
開發售，預計12月21日上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