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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本國掛牌 規模料全球最大

沙特阿美啓動IPO 暫無意海外上市
歷來大型 IPO

沙特阿拉伯國營石油公司沙特阿美(Saudi Aramco)的上市計劃一再推遲後，王儲穆罕默德近

■阿里巴巴

日終於拍板，沙特阿美昨日獲資本市場管理局批
准，正式啓動首次公開招股(IPO)程序，料下月在

中國電子商務巨擘阿里巴巴 2014 年在紐約上
市，集資 250 億美元(約 1,959 億港元)，至今保
持全球最大規模首次公開招股(IPO)紀錄。

沙特證券交易所掛牌，預計集資最多 600 億美元
(約 4,701 億港元)，成為全球最大型 IPO。然而沙
特阿美表示，暫時無計劃在海外市場上市。

■軟銀

本市場管理局昨日發表聲明，表示已批准沙特阿美的
資IPO
申請，但未公佈任何時間表，一般申請有效期為 6

日本軟銀集團經營流動電話業務的子公司去年
上市，集資 235 億美元(約 1,841 億港元)，是日
本史上最大規模IPO。

個月。沙特阿美其後於 twitter 發文，確認計劃於沙特證券交
易所掛牌，形容這是沙特阿美的「重要里程碑」，招股規模
則將於稍後確認，並設新網站提供有關資訊。

■中國農業銀行

全球最賺錢企業
消息人士透露，沙特阿美將於本月 10 日公開招股書，下
月4日定出招股價，12月11日正式上市。公司一直計劃分兩
階段掛牌，首次掛牌將在沙特證交所出售 2%股份，明年在
海外掛牌時再出售 3%股份，目前尚未選定上市地點。但沙
特阿美主席魯梅延昨日表示，海外上市計劃已暫時擱置。
沙特阿美擱置海外上市的消息，令沙特股市昨日一度下跌
近 2%。有分析人士指出，沙特阿美只在國內上市，會帶來
較大風險，由於它佔沙特股市的比重相當大，若油價下滑或
其股價下挫，將拖累整個沙特股市急挫。
穆罕默德早於 3 年前首次披露，有意將沙特阿美局部私有
化，他其後公佈「願景 2030」計劃，期望改革沙特經濟模
式、減少倚賴出口石油，沙特阿美上市是其中重要一環。沙
特阿美的產油量佔全球 10%，去年盈利達 1,110 億美元(約
8,698 億港元)，較蘋果公司、Google 和埃克森美孚的盈利總
和更高，是全球最賺錢的企業。

王室預期估值達 14.1 萬億
沙特最初希望沙特阿美於去年掛牌，但因公司估值問題而
推遲。穆罕默德認為公司市值達 2 萬億美元(約 15.7 萬億港
元)，但市場人士表示受全球經濟放緩、美國增產石油及沙
特阿美產油設施遇襲等事件影響，質疑 2 萬億美元估值是過
高。知情人士透露，沙特王室願意接受介乎1.6萬億至1.8萬
億美元(約12.5萬億至14.1萬億港元)的估值。
沙特阿美行政總裁納塞爾昨日舉行記者會，表示 9 月沙特
阿美兩個大型石油設施遭受襲擊事件，不會對公司的財政及
運作有實質影響。
■綜合報道

2010 年在香港和上海首次公開招股，集資 221
億美元(約1,731億港元)。

■中國工商銀行

■沙特阿美昨日舉行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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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博通訊社

在多地曾傳上市消息 香港在列
沙特阿美規模龐大，當傳出籌備上市的消息後，
各地大型證券交易所均希望吸引這隻「巨無霸新
股」落戶，其間曾傳出紐約、倫敦和香港最有機會
成為沙特阿美海外上市地點。然而因英、美監管機
構對上市公司披露資料的要求較嚴格，曾傳出香港
的機會較高，但有傳媒今年 8 月報道，沙特阿美基
於憂慮香港和英國的政局不穩，海外上市地點暫定
首選日本東京。
沙特阿美一直擬將上市計劃分兩部分進行，首先
在沙特證交所上市，此後再於海外掛牌。沙特王儲
穆罕默德去年 3 月首度以王儲身份出訪英、美兩
國，市場人士揣測他會決定在紐約或倫敦作為沙特
阿美海外上市地點，但消息指兩地監管機構對披露
資料的要求較香港嚴格，加上沙特希望爭取亞洲投

資者，成為上市前的基本投資者，因此香港的機會
愈來愈高。港交所當時更表示，香港已就沙特阿美
上市作好準備。
■綜合報道

要求下屬取民主黨被竊電郵
美 國 有 線 新 聞 網 絡 (CNN) 及 新 聞 網 站
BuzzFeed 早前入稟法庭，要求司法部公開
調查文件，獲判勝訴，司法部前日按法庭

要求，公開約 500 頁「通俄」調查的問話節
錄、電郵等文件。文件顯示，競選團隊前
副主席蓋茨去年向調查人員提到，時任競
選經理馬納福特曾稱，入侵民主黨伺服器
竊取電郵的來源，很可能是烏克蘭而非俄
羅斯。
蓋茨亦披露，特朗普對「維基解密」遲
遲不公開電郵感到憤怒，曾在競選團隊專
機上親口表示「去拿那些電郵」，競選顧
問弗林主動提出由他處理此事，因為他有
相熟的俄羅斯線人，同時弗林亦堅信俄羅
斯不涉及網攻民主黨。

■友邦保險集團
2010 年脫離美國保險業巨擘國際集團，獨立在
香港聯交所上市，集資 205 億美元(約 1,606 億
港元)。

■Visa
美國信用卡巨擘 Visa 公司 2008 年在紐約上市，
集資196億美元(約1,535億港元)。

■NTT DoCoMo
日本流動通訊企業 NTT DoCoMo 脫離日本電信
電話公司(NTT)，於 1998 年在東京首次公開招
股，集資184億美元(約1,441億港元)。
■沙特阿美產油量佔全球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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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是全球最賺錢
的企業。
的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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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揭特朗普欲借指控烏國
擺脫
「通俄」
嫌疑
美國司法部前日公開「通俄」案調查報
告的文件，顯示總統特朗普在競選期間，
得悉「維基解密」網站取得民主黨全國委
員會的外洩內部電郵後，曾要求競選團隊
設法取得電郵及盡快公開，並試圖把黑客
源頭指向烏克蘭，以擺脫其「通俄」嫌
疑。

2006 年在香港和上海掛牌，集資 219 億美元(約
1,716億港元)。

除特朗普外，蓋茨亦提到特朗普兒子小
特朗普、女婿庫什納等家人，均曾對民主
黨的電郵表示感興趣。特朗普及其支持者
當時亦暗示，烏克蘭曾入侵民主黨全國委
員會伺服器，再插贓嫁禍俄羅斯，目的是
損害特朗普勝選的合法性。
目前眾議院針對特朗普的彈劾調查，其
中一個焦點是特朗普於 7 月 25 日與澤連斯
基的電話通話內容，當時特朗普除施壓調
查前副總統拜登外，亦曾要求調查烏克蘭
有否涉及「電郵門」。
■綜合報道

■綜合報道

NASA 首試太空烘焙曲奇
美國太空總署(NASA)的「天鵝座」
貨運太空船，前日在弗吉尼亞州發射
升空，運送補給物資到國際太空站。
然而今次運載了一些「非一般」貨
物，當中包括一部焗爐，將用作首次
測試「太空烘焙」，焗製朱古力曲
奇。
這部焗爐專為無重力環境設計，
最高溫度達攝氏 363.3 度，以測試在
無重狀態下烘焙食物的熱傳遞過
程，以及曲奇形狀和質感會有什麼

變化。焗爐預計 20 分鐘可完成焗製
一塊朱古力曲奇，站內的太空人將
試食，部分則帶回地球作分析。
此外，太空船亦運載意大利汽車
生產商林寶堅尼用作跑車零件的碳
纖維樣本，這種碳纖維未來或會用
作製造醫療植入裝置，人體內和太
空同屬極端環境，今次可測試其對
溫度變化、輻射及真空環境等的承
受能力。
■綜合報道

大選倒數一年 美兩黨支持度勢均力敵
美國昨日踏入 2020 年大選倒數一年，弗
吉尼亞大學政治科學研究小組的最新預測
顯示，民主、共和兩黨在明年大選勢均力
敵，在各州獲得的選舉人票均有 248 張，較
贏得選舉所需的270張還少22張。
隨着眾議院上周四正式展開對總統特朗
普的彈劾調查程序，彈劾議題勢成為大選

的焦點。特朗普形容針對他的彈劾調查，
是美國史上最大「政治獵巫」，稱這只會
激起更多共和黨人的怒火，有助他在明年
大選成功連任。他上周五在密西西比州圖
珀洛發表演說時，形容民主黨領袖有「暴
力思維」，譴責彈劾調查是「騙局」，又
嘲諷民主黨初選參選人、前副總統拜登年

紀老邁，行動愈來愈慢。
《紐約時報》上周五公佈的民調顯示，
在首個舉行初選黨團會議的艾奧瓦州，捲
入烏克蘭風波的拜登，支持度已跌至第 4
位。排第一是支持度 22%的麻省參議員沃
倫，參議員桑德斯以 19%支持率緊隨其
後。
■法新社

特朗普觀綜極格鬥賽遭觀眾狂噓

■特朗普聯同一眾共和黨員和家人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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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聯社

美國總統特朗普前日與
兩名兒子小特朗普和埃里
克，到紐約麥迪遜廣場公
園體育館，觀賞終極格鬥
冠軍賽(UFC)一場綜合格鬥
賽事，場外有數十人手持
寫上「特朗普/彭斯(副總統)
出局」和「鎖他的頸」的
標語牌抗議，當特朗普進
場時，向在場觀眾揮手，
豈料引來一片噓聲。
今次是特朗普一周內兩

次現身運動賽事被喝倒
彩，他上月 27 日在華盛頓
出席美國職棒大聯盟冠軍
賽時，球迷向他高呼「把
他關起來」。
麥迪遜廣場公園體育館
可容納 2 萬觀眾，特朗普穿
着深色西裝和繫上紅色領
呔到場，他雖面對不少噓
聲，但也有觀眾向他鼓掌
歡呼。
■綜合報道

■「太空烘焙」所用焗爐專為無重力環境設計。

網上圖片

萬聖節槍擊案後
Airbnb 禁租屋開派對
民宿網站 Airbnb 行政總裁切斯基前
日宣佈，鑑於三藩市一間出租豪宅的
租客違規舉行萬聖節派對，其間發生
釀成 5 死的槍擊案，Airbnb 將禁止租客
在出租屋開派對。
切斯基在twitter表示，公司正擴大對
「高風險」預訂的人手篩查，未有遵
守禁止開派對政策的租客，其賬戶將
被移除。此外，公司正籌組一支快速
應變團隊，一旦收到違規開派對的投

訴，將即時採取行動。
槍擊案發生後，案發 4 房豪宅的華裔
屋主邁克爾．王(譯音)曾稱，已強調不
可在該住宅舉行派對，但租客訛稱只
舉行小型家庭聚會，卻在社交媒體宣
傳 「Airbnb 豪 宅 派 對 」 ， 屋 主 批 評
Airbnb 拒絕透露租客資料，令他難以
過濾租客，目前該豪宅已從 Airbnb 出
租單位名單中移除。
■美聯社/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