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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天堂計劃以每股13.1元至17.5元發行8,044萬股股份。左起為首席財務官
Phillip Andrew Charles Spencer，董事長張晟，首席執行官董夏，首席營運官
Willam Stanly Owen O'brien。 香港文匯報記者周曉菁 攝

6新股今掛牌 康德萊最搶手
超購近267倍 暗盤升23%賺97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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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國美零售（0493）與三星
（中國）投資有限公司共同簽署50億元採購
大單，雙方就智能家庭解決方案、商品差異
化定製等達成戰略合作。據悉，此次國美與
三星簽訂的50億元規模採購中，包含了大尺
寸電視、多開門冰箱、大容量洗衣機等多領
域引領消費升級趨勢的商品。內地市場消費
升級趨勢顯著，消費潛力巨大，增強了全球
企業擴大內地市場的動力和信心。
今年5月，國美零售宣佈，作為「家．
生活」戰略轉型的兩大非傳統家電新業務
「IXINA」和「廚空間」正式投入運營。
其中IXINA為歐洲知名櫥櫃廚電一體化零
售連鎖品牌，廚空間則聯合了雙立人、
WMF、德龍三大國際頭部廚房品牌，匯集
了來自歐洲、日本等國家的優質產品。這
是國美推進「家．生活」戰略轉型，以家
電為核心進行業務拓寬的新成果。
國美零售副總裁程琳表示，國美將合作意

向和重點放在了智能生活、全屋智能家庭整

體解決方案等方面。隨着5G商用正式落地，
5G應用必將得到重大突破，內地隨即進入萬
物互聯時代，智能家居產業有望呈現出爆發
式增長。未來，國美與三星將充分發揮各自
的資源與優勢，通過特色商品佈局、差異化
定製商品引入，以及服務流程全面優化，在
5G時代為消費者提供全屋智能家居整體解決
方案，全面引領智能家居生活新潮流。

國美三星簽50億採購訂單

■■圖為國美與三星圖為國美與三星（（中國中國））投資有限公司投資有限公司
共同簽署合約共同簽署合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聯想集
團（0992）昨公佈截至9月底止中期業
績，純利3.64億美元（下同），按年升
48%，每股基本盈利3.06美仙，每股派中
期息 6.3 港仙。期內，收入增長 3%至
260.34億元。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楊元慶
昨於電話會議表示，為進一步提升移動
業務的盈利能力，正加大在歐洲的擴張
力度，又考慮加強印度和內地的移動業
務。

擬加強中印移動業務
聯想於業績報告中指出，雖然因零部

件供應受到限制以及地緣政治持續不穩
定而有所影響，三項主要業務的盈利獲
得改善，或虧損收窄。溢利明顯改善，
部分是由個人電腦及智能設備業務銷售
組合的利好轉變，以及移動業務轉虧為
盈帶動毛利率按年增長2.8個百分點至
16.3%所致。
三大業務中，個人電腦及智能設備業務

於期內的盈利能力冠絕全行，個人電腦和
智能設備業務持續受惠於高增長及高端細
分市場，以獲取更高市場佔有率，並錄得
個人電腦出貨量新高，優於市場的增長率
達8個百分點。另一方面，雖然行業需求

減弱，但移動業務及數據中心業務的盈利
能力依然按年提升。

智能設備業務按年增6%
截至9月底止6個月，智能設備業務包
括個人電腦業務和移動業務的收入按年
增長6%，至233.47億元，收入增長主要
受惠於市場份額進一步擴大，尤其是在
高增長及高端細分個人電腦市場。不
過，由於聯想聚焦具有盈利增長潛力的
國家進行投資，無可避免地令經營規模
縮小，導致期內的移動業務收入下降
7%，至30.12億元。
數據中心業務方面，主要挑戰在於超

大規模領域，當中的商品售價調整為平
均售價帶來負面影響，此外其超大規模
數據中心客戶需求疲弱是另一個負面因
素。截至9月底止6個月，收入為26.87
億元，相當於集團總收入的10%，按年
下降15%。
首席營運官Gianfranco Lanci於電話會

議表示，個人電腦和智能設備零件短缺
情況預期持續到今季，但相信業務仍可
優於市場增長，而零件短缺問題估計會
在明年下半年有所紓緩。對於中美貿易
戰的談判進度，楊元慶指出對雙方取得
進展表示樂觀，而聯想在全球佈局上較
競爭對手更有靈活性。

昨晚康德萊遂啟動回撥機制，令公開發售部分比例
增加至五成，每認購一手200股，中籤率三成，

認購7手才穩獲一手。該股以上限20.8元定價，據耀才
暗盤數據顯示，該股暗盤收報25.65元升23.3%，不計
手續費，每手賬面可賺970元。
康德萊暗盤價高開高走，最高漲逾24%報25.8元，
收市僅略微回吐至 25.65 元，較上市價 20.8 元，高
23.3%或4.85元，全日成交48.56萬股，涉資1,202萬
元。其國際配售部分亦錄得超過8倍的超額認購，全球
集資淨額約7.58億元。

信基沙溪暗盤賺1230元最勁
酒店用品商信基沙溪錄得超額認購約3.6倍，認購一

手3,000股，中籤比率八成。以招股價中間價1元定
價，其耀才暗盤收報1.41元，較招股價升41%，不計
手續費，每手可賺1,230元。
外牆工程公司益美國際（1870）錄得超額認購19
倍，以招股下限0.97元定價，集資淨額8,570萬元。認
購一手2,500股，中籤率只有兩成半。其耀才暗盤收報
1.14元，不計手續費，每手可賺425元。
此外，內地生物製藥商東曜藥業（1875）錄得超額認

購近12倍，以招股價下限6.55元定價，集資淨額5.1億
元。石油專用管道製造商達力普控股（1921）錄得超額
認購1.5倍，以招股價下限1.59元定價，中籤比率六成，
認購2手穩獲一手。新加坡拆除服務供應商Beng Soon
（1987）超額認購25倍，認購一手4,000股，中籤率三
成半，認購75手穩獲一手，以招股價下限0.5元定價，
集資淨額約7,750萬元。

硅谷天堂IPO最多籌14億
另一邊，南非黃金開採商硅谷天堂（1342）昨公佈

IPO詳情，計劃以每股13.1元至17.5元發行8,044萬股
股份，即日起至18日為招股期，集資最多14.07億元，
料於本月25日上市。今次已引入三名基石投資者，包
括招金礦業（1818）、鵬欣環球資源（600490.SH）及
紫金礦業（2899），合共認購約5,100萬美元等值股
份。
業績數據顯示，公司上半年錄虧損1,848.8萬美元，

首席執行官董夏指，現階段仍處於前期投入及產量提升
的狀態，相信2020年將扭虧為盈。集團亦計劃在南非
及鄰近非洲國家尋求其他收購金礦資產機會，惟現時未
有明確計劃可透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

菁）本周新股活躍，今日共有

6隻新股亮相，公開發售均獲

得超額認購。其中，以由A股

康德萊分拆的康德萊醫械

（1501）領先，錄得超額認

購近 267 倍，為 6 股之中最

多。至於昨天暗盤每手賬面賺

最多的，則是酒店用品商信基

沙溪（3603），每手賬面可

賺1,230元。新加坡拆除服務

供應商 Beng Soon（1987）

雖然錄25倍超購，惟暗盤每

手賬面蝕400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
菁）據彭博引述知情人士稱，中
國國有實體在洽談投資沙特阿美
首次公開發行（IPO）案，參與

金額約為50億至100億美元（合
約390億至780億港元）。報道
又引述消息人士指出，沙特阿美
的上市路演會在本月18日舉行。

沙特政府擬先出售最多 2%股
權。
該報道稱，參與討論買入沙特

阿美IPO股票的包括中國絲路基
金、中國石化（0386）、中投公
司等。惟目前還沒有確定的承
諾，參與的實體以及注資規模最
終將由中國政府決定。沙特阿
美、中國絲路基金、中國石化和
中投都未立即回覆置評請求。
沙特阿美已於近日獲沙特阿拉

伯監管機構批准登陸該國股市，
路透引述消息人士指出，沙特阿
美計劃在12月5日定價，並於12
月11日上市。不過沙特阿美卻受
禁售限制影響，或在至少1年內
不能在國際上市，即有機會無法
在2020年登陸國際股市。

■消息指，沙特阿美的上市路演會在本月18日舉行。 資料圖片

國企擬參與沙特阿美IPO 涉100億美元

聯想中期多賺48% 派息6.3仙

香港文匯報訊 目前愈來愈多地區除積
極邁向「智慧城市」外，亦希望能將與
「智慧城市」有關的設備和服務輸出到
內地及國際市場。香港智慧城市聯盟獲
香港特區政府工商機構支援基金（TSF）
撥款，將在內地多個重點科技展覽會，
設置「香港智慧城市展館」，推廣香港
與物聯網、金融科技、訊息安全範疇有
關的產品或服務。香港數碼港、香港軟
件行業協會和香港資訊科技聯會，是
「香港智慧城市展館」的合作機構。
智慧城市聯盟會長楊文銳表示，較早前
中央政府公佈《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
要》，在創新科技方面，提到建設國際科
技創新中心，和加快基礎設施互聯互通。

預計香港與內地在智慧城市產業尤其是資
訊科技方面將有很大合作空間。今年高交
會將於11月13至17日於深圳會展中心舉
行，「香港智慧城市展館」將展出27家香
港公司與物聯網、金融科技、訊息安全範
疇有關的產品或服務。

本月高交會上設展館
他說，為了推動兩地有關行業的技術

和產業發展，及提升香港智慧城市產品
或服務的品牌形象，智慧城市聯盟將於
內地三個重點科技展覽會，設置「香港
智慧城市展館」，組織香港企業參展。
第一個「香港智慧城市展館」將於本月
中在中國國際高新技術成果交易會（簡

稱高交會）上設置；高交會是內地規模
最大、最具影響力的科技類展會，在推
動高新技術成果商品化、產業化、國際
化，及促進國家、地區間的經濟技術交
流與合作中發揮重要的作用。
智慧城市聯盟在2016年成立，成員來

自多家香港企業和機構的專業人士。
在過去三年半間，智慧城市聯盟與政府
部門聯繫，就香港發展成為一個世界級
的智慧城市在政策和標準層面提供專業
意見和建議；聯盟並舉辦或參與論壇等
多項活動，推動香港的智慧城市發展；
此外也與其他國際智能城市團體建立聯
繫組織，促進溝通、交換信息及作廣泛
宣傳。

香港智慧城市聯盟赴內地參展

■聯想集團昨公佈
中期業績，其個人
電腦及智能設備業
務於期內的盈利能
力冠絕全行。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港交所
（0388）行政總裁李小加昨出席金融科技
周時表示，正研究在滬深港通北向交易中
引入區塊鏈技術，處理內地市場和國際投
資者在結算時間不一的行政不便。
港交所去年已提出有關方向，李小加昨

解釋，香港和主要國際市場結算都以T＋2
完成結算交收，而內地A股則是貨銀同日交
收。使用區塊鏈技術可讓境外投資者處理A

股預先注資要求時，毋須與
託管、結算等各方同一時間
處理。他又指，利用區塊鏈
技術，港股開市交易前已可
將有關數據放上交易平台，
收市後即可整理當日股份內
容，開市即可交易，減少時
間差，可以解決北向通的有
關問題。若投資者認為區塊
鏈有助營運，或會擴大至其
他範圍。
對於有傳阿里巴巴於下周

尋求上市聆訊，李小加稱，
個別公司情況要由公司自行

公佈，他和交易所都不能談。

拒回應阿里巴巴申上市
對於港交所早前宣佈放棄收購倫敦證券

交易所，他回應稱收購事情已經過去，不
會再談，認為大家應該向前看，強調港交
所是大型交易所，有充足資源，規模亦很
大，但不代表要併購所有企業，未來會繼
續連結東方和西方市場，並將新舊融合。

港交所研北向通引區塊鏈技術

■李小加稱使用區塊鏈可解決北向通的有關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