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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王概念新丁 微盟月中掛牌

去年在港上市的新股頻頻破發（跌穿
招股價），被問及是否擔憂公司會

步它們後塵時，孫濤勇回應稱，新股破發
或只反映短期的市場波動，而該公司現時
的估值較分析員給予的估值有一定折
讓，在他看來招股價處於合理的範圍，
因此從長遠而言看好公司的股價前景。

將拓展垂直行業 增競爭力
此外，微盟是內地最大的微信中小企
業第三方服務供應商，2017年的市場份
額達15.3%。孫濤勇表示未來將通過拓
展更多的垂直行業，例如零售、酒店、
旅遊等來加強公司的競爭力，相信其市
場份額可以進一步提升。
公司此次發行3.017億股，其中10%

於本港公開發售。按招股價範圍的中間
價即每股3.15元計算，集資淨額逾8.5
億元，其中約30%用作提高研發能力及
改善技術基礎設施；約25%用於尋求可
增加產品及供應的戰略合作、投資及收
購；約15%用於提升銷售及營銷能力方
面的投資；約10用於購買精準營銷業務
的社交媒體廣告流量；約10%用於擴展
營銷雲及銷售雲產品種類及擴展銷售渠
道；約10%用於營運資金及一般公司用
途。

今年頭炮 維港環保首掛升
另一方面，內地綜合危險廢物焚燒處

置整體解決方案供應商維港環保
（1845）昨日上市，成為今年首隻掛牌

新股，不過其全日股價表現只是窄幅上
落，昨早開報0.9元，但已屬全日高
位，其後股價一直在0.88元至0.9元間
上落。該股最後收報0.9元，較招股價
0.88 元，升 0.02 元或 2.27%。以一手
3,000股計算，投資者一手賺60元（不
計手續費）。

興證國際轉主板首日瀉28%
此外，興證國際金融（6058）昨首日

轉主板掛牌，但其股價表現相當差劣，
昨早開報0.99元，較上日收市下跌0.05
元，但已屬全日高位，其後股價更一直
「潛水」，最終以全日最低位0.75元收
市，較上日收市價1.04元，下跌0.29元
或27.88%。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實習記者 程晚

村）再有騰訊（0700）概念股上市。騰訊有份投資

的內地中小企業雲端商業及營銷解決方案提供商微

盟（2013），上月31日起至下周二公開招股，1月

15日主板掛牌。招股價介乎每股2.8至3.5元，集

資最多逾10.5億元。以每手1,000股計算，入場費

約3,535.27元。微盟創始人、主席兼首席執行官孫

濤勇昨於記者會上表示，今次選擇赴港上市，是因

為香港的資本市場制度更為專業成熟，而不是因為

在香港上市的估值較A股高。

近年上市的騰訊概念股累計表現
股份

易鑫(2858)

眾安(6060)

映客(3700)

美團(3690)

閱文(0772)

創夢天地(1119)

騰訊音樂(TME)*

同程藝龍(0780)

拼多多(PDD)*

*周三收市價計算

招股價
7.7元

59.7元

3.85元

69元

55元

6.6元

13美元

9.8元

19美元

昨收
1.74元

23.70元

1.88元

41.25元

33.55元

5.99元

13美元

10.94元

22.21美元

累計表現(%)
-77.4

-60.3

-51.2

-40.2

-39.0

-9.2

無起跌

+11.6

+16.9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
基) 近年多隻獲騰訊（0700）入
股加持的科網公司排隊上市，
包括正在港招股的微盟(2013)，
以及已向美國當局遞交招股申請
的富途證券，計及上季上市的同
程藝龍(0780)、創夢天地(1119)、
赴美上市的騰訊音樂(TME)。可
謂「一宗接着一宗」。但騰訊過
往「點石成金」的能力，似乎逐
漸衰弱，部分挾騰訊光環的股
份，更早已跌穿招股價成「潛水
艇」。
如去年 12 月上市的創夢天

地，招股價6.6元，上市後幾天
即低見5.2元水平，後來股份回升至昨日的
5.99元，但仍較招股價低9.2%。同樣於上季
上市的同程藝龍，股價也曾跌至9.3元水
平，後來股價回升上12.4元高位，惟昨日又
再次跌回10.94元，但也較招股價有逾11%
的進賬，可說是少有還在招股價之上的騰訊
概念股。

美團較招股價累瀉40%
至於去年9月掛牌的美團(3690)，表現同樣

令人失望，該股以69元招股，市值曾一度高
達4,000億元，但上市後股價一路向下，較昨

天41.25元已蒸發
40%，市值只餘
2,265億元。
事實上，近兩

年來合共有9隻騰
訊概念股上市，目
前仍於招股價之上
的股份只有3隻，
但當中包括一隻僅
保住招股價的騰訊
音樂，其餘兩隻為
上述的同程藝龍，
以及美國上市的拼
多多。
至 於 騰 訊 的

「親生仔」騰訊音
樂，在美國上市定價為每股13美元，也一
度跌至11.9美元，至昨日才回升至13美
元，與招股價持平。

閱文曾翻倍 至今倒插4成
另一「親生仔」閱文（0772）2017年11

月在港上市，曾經掀起新股熱，公開發售超
購625倍，上市首日股價曾翻倍，但截至昨
日，股價僅收33.55元，較招股價55元跌近
40%，較最高位110元更跌70%。

易鑫持貨至今賬面蝕77%
要數表現最差的騰訊概念股，當屬易鑫

（2858）無疑，該股招股價7.7元，若持貨
至今，賬面虧損77.4%。引起新股熱的眾安
(6060)，曾被市場譽為「三馬股」，被萬千
股民所憧憬，但目前股價已較當初招股價
「縮水」逾60%。此外，去年7月上市的映
客互娛(3700)，昨日也較招股價低51%。
目前處於上市最後階段的騰訊概念股，除

了微盟外，靠「一世免佣」攻入本港證券市
場的富途證券，已確定赴美上市，最多集資3
億美元(約23.4億元)，較早前市傳最多的5億
美元低。招股文件顯示，富途採取同股不同
權，但未有透露上市後A、B類股份佔比。騰
訊持股佔38.2%，為第二大股東。另外，短視
頻平台快手，亦正籌備來港上市。

微盟集團招股資料
行業

全球發售股票

招股價

最多集資額

每手股數

入場費

招股日期

掛牌日期

聯席保薦人

製表：記者岑健樂

科技、傳媒和電信（TMT）

3.017億股

2.8至3.5元

逾10.5億

1,000

3,535.2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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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妹學校交流師生合影留念

霍英東教育基金會第十六屆高等
院校青年教師基金及青年教師

獎頒獎大會日前在北京大學舉行。霍
英東教育基金會理事長霍震寰、副理
事長霍震霆、原教育部副部長吳啟
迪、教育部港澳台辦常務副主任徐永
吉、教育部港澳台辦副主任田露露、
原南京大學校長陳駿、原復旦大學校
長王生洪、原蘭州大學校長王乘等出席大會，
並為獲獎教師代表頒獎。去年，基金會共資助
108項高等院校青年教師研究課題和獎勵100名
高等院校青年教師。
1986年，為鼓勵優秀人才回國任教和幫助國
內高校培養優秀青年教師，已故全國政協副主
席、香港著名實業家霍英東出資與教育部合
作，設立霍英東教育基金會。30多年來，霍英
東教育基金會先後設立了青年教師基金、優選
資助課題、青年教師獎和西部青年教師基金等
不同獎項，連續開展了16屆資助和獎勵。基金
會先後資助和獎勵了全國各地262所高校，為
近4,000名青年教師，提供科研經費和獎金。
理事長霍震寰在講話中向獲獎教師表示祝
賀，說到基金會在30多年的不斷發展中逐漸形
成了定位明確、覆蓋面廣的鮮明特色，堅持以

大力支持國家發展教育、培育人
才為宗旨。曾獲得基金會資助和
獎勵的青年教師，如今已成為各
學科、各領域的領軍人才，為國
家教育和科技事業的發展發揮
着積極的作用，希望本屆獲獎
教師能肩負起國家和民族的歷
史重任，堅持以德立身、以德

立學、以德施教，實現全方位育人，為開啟
加快教育現代化、建設教育和科技強國新征
程多做貢獻。
副理事長霍震霆表示，回顧基金會的過去，

基金會將繼續以青年教師和科研人員為支持幫
助對象，後續保持與他們聯繫，對於發展道路
有成績和前景的人士，將探討繼續加以支持鼓
勵，讓他們為我國高等學校教育和科研事業的
發展做出傑出貢獻。
程蘇東獲得了本屆高等院校青年教師基金

獎。他代表致辭說到自己出生在霍英東教育基
金會成立的1986年，對於自己的名字可以以這
樣一種方式附驥於霍先生高名之下，他既深感
榮幸，也有一種特別的親切感。他衷心感謝基
金會對青年學人的關心和支持，將努力用最優
秀的科研成果來回饋基金會的慷慨資助。

2018年12月18至20日，受姊妹學校香港孔教學院大成何郭
佩珍中學的邀請，遂溪縣大成中學陳華強校長帶領師生共30人
應邀前往進行為期三天的交流活動。
2017年10月，遂溪縣大成中學與香港孔教學院大成何郭佩珍

中學簽約締結為「粵港姊妹學校」，2018年3月，孔教學院大
成何郭佩珍中學梁秋雲校長帶領師生到遂溪縣大成中學進行交
流活動，現已過去大半年有餘，此次教育交流活動更是醞釀已
久，旨在深入體驗香港學校教育教學活動，加強兩校師生交
流，促進師生的專業發展，加深遂港兩地文化交流,從而增進姊
妹學校友誼。
姊妹學校安排了豐富而有意義的活

動，開展了多種形式的交流活動。大成
何郭佩珍中學中學的老師帶領大成中學
師生參觀校園，校史館、圖書館、家政
室、視藝室、英語室、自行車訓練室等
校園設施和功能教室給大成中學師生留
下深刻的印象。大成中學師生與大成何
郭佩珍中學學生一起上課，近距離感受
當地的真實課堂，了解香港學校先進的
教育理念以及多元化的課程。姊妹學校

在孔教學院大成何郭佩珍中學的禮堂舉辦了一場以中樂及美術
交流為主題的表演，姊妹學校雙方都表演了精彩的節目。特別
讓師生難忘的就是受邀參加由香港政府舉辦的主題為「邁進成
長新階段，發揮青年正能量」的成年禮活動，一起在伊利沙伯
體育館見證香港二千多名高中生步入人生的新階段，一起參與
「過儀門」儀式。姊妹學校還一同參加了在孔教學院大成何郭
佩珍中學的禮堂舉辦的成人加冠禮，讓學生在接受傳統文化薰
陶的同時明白自己作為成年人，要做到自我肯定，發展潛能，
肩負起對自己、家庭及社會的責任，回饋父母和社會，活出豐

盛的人生！
遂溪縣大成中學師生還參觀了香港

饒宗頤文化館和金庸館，認識了國學
大師饒宗頤和文學家查良鏞，接受了
一次國學文化、流行文化及香江情懷
的薰陶。在旅港同鄉會陳中以會長和
大成何郭佩珍中學曾梓維助理校長的
安排下，姊妹學校的師生還一起同遊
維多利亞港和金紫荊廣場，同學們被
這繁榮的國際大都會的魅力深深地吸
引了，立志發奮，成為國家的棟樑。

由旭日集團全資策劃及興建、並由國際知名的
洲際酒店集團負責管理及營運的首個酒店項

目──「香港九龍CBD2智選假日酒店」日前正
式開幕。當天舉行了簡單而隆重的開幕慶典及為
酒店開幕剪綵。剪綵嘉賓包括旭日集團董事長楊
釗，瀝洋集團董事總經理鄭偉文，旭日集團董事
兼副總經理鄺德富，洲際酒店集團酒店開業管理
總監陳昌群，許李嚴建築師事務有限公司執行董
事陳超明，陳佐堅測量師行董事總經理陳佐堅，
永明建築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郭棟強，旭日集團
董事張興基、楊燕芝，香港九龍CBD2智選假日
酒店總經理許天賜，旭日集團地產部副總經理歐
陽可偉，及旭日集團地產部助理總經理許斌。
在多位嘉賓及業務夥伴的見證下，香港九龍CBD2智選假日
酒店正式誕生，將成為東九龍區時尚品味新地標，為東九龍區
旅遊業發展增添新力量。
剪綵儀式後，各嘉賓移步到酒店一樓餐廳Walter Bistro舉行
開幕酒會。鄺德富在致辭時指，早在十年前，旭日集團本着環
保精神，將旭日集團舊總部活化重建成香港九龍CBD2智選假
日酒店，秉持着集團「人無我有，人有我優，人優我轉」的宗
旨，並邀請知名建築師嚴迅奇設計及國際級「洲際酒店集團」
合作管理，致力將香港九龍CBD2智選假日酒店打造成區內的
龍頭酒店，比同級酒店更優勝的星級酒店。
許天賜致辭時表示，香港九龍CBD2智選假日酒店是香港區

第五間智選假日酒店，酒店將會朝着九龍東最佳酒店的目標進
發，以洲際集團的理念「真誠待客之道」套用於服務當中，務
求讓客人得到最優質的住宿體驗。
香港九龍CBD2智選假日酒店位於香港第二個核心商業區

（CBD2）──觀塘巧明街97號，酒店共有286間精美裝潢的
時尚客房，從浴室設計到床品選擇等方面均經過仔細挑選，讓
住客享受安枕無憂的旅途。酒店一樓的餐廳由本地五星級酒店
名廚主理，全方位打造成為東九龍最具競爭力的酒店，為商務
及休閒旅客提供舒適的住宿新體驗。酒店交通便利，距離觀塘
港鐵站只需5分鐘步行路程；鄰近Landmark East、創紀之城
和APM 等東九龍大型購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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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英東教育基金會
第十六屆高等院校青年教師基金及
青年教師獎頒獎大會隆重舉行

■左起：許斌、楊燕芝、張興基、陳佐堅、陳昌群、鄭偉文、楊釗、鄺德富、
陳超明、郭棟強、許天賜、歐陽可偉為酒店開幕剪綵

■霍震寰在大會上致辭

香港九龍CBD2智選假日酒店
正式開幕

遂溪縣大成中學師生赴港與姊妹學校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