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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美股份可互換 券商預留660億孖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岑健樂）再有兩隻
新股公佈招股計劃。內地醫藥研發服務平
台康龍化成（3759）宣佈，由今日起至下
周三公開招股，發行逾1.16億股，其中
10%在港公開發售，招股價介乎每股34.5至
39.5元，集資最多逾46.03億元。以每手
100股計，入場費約為3,989.8元，股份將
於11月28日於港交所主板掛牌。

康龍化成主攻內地醫藥
康龍化成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樓柏良昨

表示，隨着內地醫藥市場持續發展，公司
來自內地市場的收入正不斷增加，去年該
收入佔比逾10%。他表示公司日後將會海
外及內地市場並重，期望內地收入佔比可
增至20%。
以招股價中位數37港元計算，公司的集

資淨額約為40.653億元。其中，約30%用
於擴展內地實驗室及生產設施的產能；約
20%用於建立研發生物製劑的醫藥研發服務
平台；15%用於擴展臨床開發服務；15%用
於收購位於歐美、日本或內地的醫藥合同
研發服務商；10%用於擴張美國及英國業
務，其餘10%用作營運資金。

華立大學入場費3292元
另外，內地華南地區大型民辦高等教育

及職業教育集團華立大學集團（1756），
也由今日起至下周二公開招股，發行3億
股，其中10%在港公開發售，招股價介乎
每股 2.93 至 3.26 元，集資最多逾 9.78 億
元。以每手 1,000 股計，入場費約為
3,292.85元，股份將於11月25日於港交所
主板掛牌。
華立大學集團非執行董事張裕德指，看

好「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因此將繼續
拓展業務，為大灣區培養人才。

以招股價中位數3.095港元計算，公司的
集資淨額約為8.45億元。其中，約53%用
於增建華立學院及華立職業學院的樓宇以

擴大現有學校；約37%將用於廣東省江門
市新建專科學校；約10%將用於一般企業
用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市場
預留資金為阿里巴巴最快周五招股備
戰，港元拆息連續第3日全線上升，尤
以中短期拆息升幅較大，其中隔夜息昨
升穿2厘水平，報2.14429厘，為今個月
以來高位，5日內急升超過1.48厘。市
況持續不穩下，港匯昨再度走弱，跌穿
7.83關口，有分析認為在中美貿易局勢
緊張、市況不穩及走資憂慮加劇下，港
匯有機會再觸及7.85弱方兌換保證水
平。

1個月拆息創3個月新高
昨天港元1星期及2星期拆息分別升至
2.56929厘及2.64393厘，與供樓按息相

關的1個月拆息升至2.39厘，再創逾3個
月以來新高，而 3 個月拆息則升至
2.37036厘。長息方面，半年期拆息報
2.30286厘，1年期則報2.32786厘。港
匯昨表現偏軟，再度跌穿7.83關口，截
至昨晚7時半，報7.8317。
市況持續不穩下，市場對資金流出香

港憂慮加劇，野村發表報告指，在中美
貿易戰、社會動盪及走資憂慮等因素夾
擊下，港元的風險溢價提高，有機會再
觸及7.85弱方兌換保證水平，但相信聯
匯制度於可見將來都不會失守。該行提
到，將本港的存款及樓市數據與新加坡
作比較，暫時未見本港有明顯走資，然
而新加坡官員早前承認，有少量資金由

香港流入新加坡，加上港股市場亦有潛
在走資危機。

野村：局勢動盪 流動性趨緊
野村警告，若社會局勢動盪，有機會

觸發更大規模走資，屆時有投機者或趁
機沽空股市和匯市，令1998年大鱷以雙
邊操控危機重現。該行又指，在市況不
穩下，銀行對保留頭寸相對謹慎，向外
拆借資金意慾下降，加上巨型新股招股
凍資效應，或令市場流動性趨緊，推高
港元拆息，並因而為港匯提供支持。
有消息指，擬集資最多150億美元的

阿里巴巴，昨起開始進行路演，最快周
五招股、下周三定價、11月25日掛牌。

阿里巴巴阿里巴巴
每股擬定價每股擬定價$$167167

港股十大IPO集資額
排名 公司名稱 IPO集資額(億港元) 上市時間

1 友邦保險(1299) 1,590.8 29/10/2010

2 工商銀行(1398) 1,249.5 27/10/2006

3 阿里巴巴 至多約1,170* 傳本月底

4 農業銀行(1288) 935.2 15/07/2010

5 中國銀行(3988) 867.4 01/06/2006

6 嘉能可(除牌前編號0805) 777.5 25/05/2011已退市

7 建設銀行(0939) 715.8 27/10/2005

8 郵儲行(1658) 591.5 28/09/2016

9 中國鐵塔(0788) 588.0 08/08/2018

10 聯通(0762) 436.1 22/06/2000

註：*市場消息 ■製表：記者 周曉菁

康龍化成及華立大學集團招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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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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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龍化成(3759)

醫療研發服務平台

逾1.16億股；其中10%公開
發售

34.5元至39.5元

逾46.03億元

100

3,989.8元

11月14日至11月20日

11月28日

高盛、中信里昂證券、東方
證券

華立大學集團(1756)

教育

3億股；其中10%公開發售

2.93元至3.26元

9.78億元

1,000

3,292.85元

11月14日至11月19日

11月25日

中信建投國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匯控
（0005）再遭下調評級，國際評級機構標準
普爾將匯控評級展望由穩定下調至負面，以反
映影響盈利前景挑戰增加，包括宣佈放棄
2020年有形資本回報率達到逾11%目標，及
執行重組計劃時或將面對全球經濟疲弱挑戰，
加上處於低息環境或影響未來數季盈利，但重
申長期及短期發行人信貸評級為「A」及
「A-」。
標準普爾預期，匯控未來數季法定盈利或
偏弱，並質疑其業務模式的多元化和業務穩定
性，認為匯控重組是必要且積極的一步，若匯
控未能展示清晰方向，又或匯控主要市場經濟
前景惡化，因而削弱集團收入或資產質素，該
行有機會再下調匯控評級。不過該行提到，香

港及英國作為匯控兩大主要市場，雖近月分別
受到政治動盪加劇及政治不確定等影響，但認
為有關市場仍然保持韌性。

重組計劃或涉大裁員
匯控上月底放榜，第3季業績差過市場預

期，又預告若收入環境持續惡化，第4季起或
出現重大撥備，同時放棄在2020年達到有形
股本回報超過11%的目標，嚇煞市場，管理
層當時確認將於全年業績公佈重組計劃，而范
寧在8月離任後，至今仍未有公佈新任行政總
裁人選，傳臨時行政總裁祈耀年有意「坐正」，並
擬推行削減成本計劃，包括大規模裁員。
市況不穩，加上屢遭大行唱淡，匯控昨隨
大市向下，收報58.25元，跌1.35%。

彭博昨引述知情人士稱，阿里巴巴
計劃發行約 5億股股票，另有

15%超額配售權，上市定價折算每股約
為167港元。計及超額發售權，香港發
行股份佔阿里巴巴擴大後股本約
2.8%。

港股史上第三大新股王
路透消息則指，阿里巴巴集資規模約
為 100 至 150 億美元（約 1,170 億港
元），雖然其或向本港投資者提供約
5%折扣，最終集資額有變數，但無礙
其直登今年港股IPO「集資王」寶座，
也有望成為今年全球新股「集資王」。
同時，若其最終集資額超過1,000億
元，將成為繼友邦 （1299）、工商銀
行（1398）後，港股史上第三大最大集
資新股。

明日開始招股 25日掛牌
知情人士說，阿里巴巴的港股承銷商

還有「綠鞋」機制，可以額外發售多
7,500萬股股票。不過該人士表示，此
次股票發行的條款尚未最終敲定，在發
行之前可能仍有變動。基於阿里巴巴在
紐約的最新收盤價，彭博認為其籌集約
為117億美元（合約913億港元）。該
股初步計劃本周五開始公開招股，11
月20日定價，最快11月25日掛牌。
接近阿里巴巴的消息人士指出，香港
發行的股份可在美國市場買賣，反之亦
然，投資者幾乎可以24小時投資，此
舉有利亞洲投資者在本土時區買賣，吸
引更多亞洲和內地的資本。

孖展息率或扯至見3厘
市場對阿里巴巴的回歸褒貶不一，目

前港股氣氛欠佳，由修例風波引發的大
規模暴力活動比8月份、其推遲上市計
劃時更猛烈，儘管認購反應難料，但多
家券商仍積極準備，合計市場多間券商
數據來看，已預留逾660億元孖展供投
資者認購，有券商更指出，倘反應理想
會向銀行爭取額度繼續「加碼」。若招
股反應理想，加上近期港元拆息抽升，
孖展息率或有機會達3厘。
新股方面，受大市拖累，中國飛鶴
（6186）昨首日掛牌收報7.44元，較招
股價7.5元下跌0.06元或0.8%，成交
金額18.8億元，一手1,000股蝕60元。
利華控股（1346）收報0.62元，較招股
價0.85元下跌0.23元，不計手續費及佣
金，一手4,000股蝕920元。惟有ODM
手 機 供 應 商 Sprocomm Intelligence
（1401）表現不俗，收報0.62元，較招
股價0.5元上升0.12元，每手20,000股
賺2,400元。

萬亞今掛牌 暗盤升兩成
耀才暗盤顯示，今日掛牌上市新股
中，旅橙文化（8627）暗盤價高見0.31
元，較招股價升12.73%收報0.305元，
不計手續費，一手可賺240元。萬亞企
業（8173）暗盤收報0.228元，較招股
價0.19元上揚兩成，一手40,000股可賺
1,520 元 。 家 居控制解決方案商
HOME CONTROL（1747）招股價為
1.02 元 ， 暗 盤 收 市 跌 0.12 元 或
11.76%，一手2,000股蝕240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

菁）阿里巴巴回歸港股似終於敲

定，市傳港交所（0388）已批

准其上市計劃。綜合外電消息，

阿里巴巴「1拆8」後港股的上

市價每股約167元，同時港美股

份可以互相轉換，集資逾1,000

億元有望成港股史上第三大

IPO。而統計券商資料，已初步

預留至少660億元孖展額供散戶

認購。

巨無霸招股在即 隔夜息升穿2厘 標普下調匯控評級至負面

康龍化成華立大學今日齊招股

■■康龍化成樓柏良康龍化成樓柏良((中中))指指，，公司日後將會海公司日後將會海
外及內地市場並重外及內地市場並重。。 記者岑健樂記者岑健樂 攝攝

■阿里巴巴
在港上市的
股票可於美
國買賣，變
相公司股份
近乎 24 小
時可投資。
資料圖片

本疊內容：財經新聞 副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