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
澳門6張賭牌均於2022年屆滿，
賭牌的續期將被視為澳門新任政
府的主要工作之一。此外，澳門
11月賭收跌8.5%，但濠賭股普遍
企穩。不過，大華繼顯執行董事
梁偉源擔心，美國簽署《香港人
權與民主法案》，有機會令美資
賭企的續牌難度上升，包括提高
續牌費或增加賭牌數量，會令賭
企收入下降。

上月賭收228億跌8.5%
澳門博彩監察局公佈，11月份

澳門賭收為228.77億澳門元，按
年跌8.5%，連跌第二個月。今年1
至11月累計賭收為2,696.17億澳

門元，按年跌2.4%。美資的金沙
（1928） 昨 日 升 1.2% ， 永 利
（1128）亦升0.5%。
銀娛（0027）表現最好，昨日升

1.6%，澳博（0880）升0.5%，美
高梅（2282）更升 2.1%，新濠
（0200）升 4.1%。惟梁偉源認
為，濠賭股的前景並不樂觀，最顯
而易見的是本港局勢持續不穩，同
時打擊了訪澳旅客數字，加上內地
加強管控資金流出，也影響到資金
流到澳門，直接推低了博彩收入。
不過，光大新鴻基財富管理策

略師溫傑則認為，美國通過有關
法案，未必影響美資賭企的續牌
事宜，主要因美資的賭企，累計
投資額已逾百億元，就算澳門政

府不向他們續牌，
本地賭企也未必能
吞併整個市場，因
此料美資賭企可成
功續牌。對於11月
賭收再減少，他回
應稱，礙於去年的
高基數效應與目前
的內地經濟放緩，
澳門12月及明年1
月的賭收仍會持續
下跌。

澳門美資賭企續牌難度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內地人力資
源解決方案公司人瑞人才科技（6919）今日起
至周五公開招股，發行3,800萬股，其中10%
在港公開發售，招股價介乎每股26.6元至28.9
元，集資最多10.98億元。以每手100股計，入

場費約為2,919元，股份將於12月13日在港交
所主板掛牌。法巴為獨家保薦人。
人瑞人才科技運營總監張峰昨於記者會上表

示，目前內地靈活用工市場與歐美日等發達經濟
體仍有不少差距，因此公司的未來發展潛力相當
大。目前公司在北京及上海均有團隊，上市後將
會加強投入，未來將跟隨國內互聯網企業客戶的
步伐，拓展業務至海外，包括東南亞等地區。

將提升人力資源生態系統
以中間價每股27.75元計算，公司的集資淨

額約9.705億元，當中22%將用於進一步提升
一體化人力資源生態系統並建立人工智能及數
據挖掘技術方面的能力；20%用於擴大公司的
地理範圍；17%用於未來三年內透過有機增長
或收購擴大公司的行業覆蓋範圍；13%用於未
來三年內擴展現時提供的業務流程外包及獵頭

服務；10%用於進一步推廣公司品牌並舉辦營
銷推廣活動；10%用於營運資金及其他一般公
司用途；8%用於支持全球擴張策略。

康寧傑瑞最多集資18.3億
另一方面，康寧傑瑞生物製藥（9966）昨日
起至周四公開招股，發行1.79403億股，其中
10%在港公開發售，招股價介乎每股9.1元至
10.2元，最多集資約18.3億元。以每手1,000
股計，入場費約為10,302元，股份將於12月
12日於港交所主板掛牌。摩根士丹利、中信里
昂證券及傑富瑞為聯席保薦人。
以中間價每股9.65港元計算，公司的集資淨
額約為16.14億元。集資所得其中約75%將分
配予公司的關鍵藥物開發項目；約15%將用於
蘇州的新製造及研發設施的建設；約10%將用
於早期管線及作營運資金及一般公司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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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OUNCEMENT OF RESOLUTION OF BOARD OF DIRECTORS
HAINAN AIRLINES HOLDING COMPANY LIMITED

The entire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Company guarantees there’s no significant omission, fictitious description 
or serious misleading of the announcement and would take both individual and joint responsibilities for the 
truthfulness, accuracy and completeness of its content.
The 2nd session of the ninth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Hainan Airlines Holding Company Limited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Company) was convened in the method of communication on Dec. 2 of 2019. The entire board 
of directors (nine directors) participated the meeting, which conforms to the regulations of the Company Law 
and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During the meeting, the Report on Applying for the Bank Loan was deliberated and 
passed through: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greed that the Company could apply for syndicated loan of RMB 4 billion yuan with the 
Syndicate of Initial Borrowers, which is led by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Bank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Agency Bank) and joint by the China Export-Import Bank, the Bank of China, the China Agricultural Bank Co., 
Ltd., the China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Co., Ltd., the of the China Construction Bank Co., Ltd., the 
Bank of Communications Co., Ltd., and the China Post Savings Bank Co., Ltd., and to sign the 2019 Working 
Capital Loan-Joint Credit Project-RMB Fund Syndicate Loan Contract with above stated Syndicate, each of the 
eight banks would provide a bank loan of RMB 500 million yuan to the Company respectively. Following is the 
details:
1. Main Content of the Loan Contract
1.1.1 Lender: The Bank Syndicate of Initial Borrowers, which is led by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Bank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Agency Bank) and joint by the China Export-Import Bank, the Bank of China, 
the China Agricultural Bank Co., Ltd., the China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Co., Ltd., the of the China 
Construction Bank Co., Ltd., the Bank of Communications Co., Ltd., and the China Post Savings Bank Co., Ltd.
1.1.2 Borrower: The Hainan Airlines Holding Company Limited
1.1.3 Credit period: The loan maturity is of 3 years, including the grace period of 2 years.
1.1.4 Interest rate: The lending rate shall be the fixed rate of 4.75% per annum. No adjustment shall be made 
within the term of the loan agreed upon in the contract.
1.1.5 Guarantee: The loan guarantors, the HNA Group Company Limited, Chen Feng and Tan Xiangdong, would 
provide joint and several liability guarantee for above stated syndicated loan.
1.1.6 Intended use of the loan: The above stated bank loan would be used for operating expenses of the Company 
and its subsidiaries, such as aviation oil, aviation materials, take-off and landing fees, employee wages and 
aircraft rentals. 
2. Specification on the Use of the Bank Loan
The users of above stated syndicated loan shall be strict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CSRC and the Shanghai Stock Exchange and limited to the Company and its subsidiaries whose financial 
statements are consolidated into the Company’s financial statement when the bank loans is used 
3. Authorization
In order to complete the work related to the syndicated loan in an efficient and orderly manner,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Company agreed to authorize the chairman of the Company or a specialist designated by the 
chairman to handle all relevant matters relating to the loan according to the demands and requirements of the 
Bank Syndicate and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on behalf of the Company and with full 
rights, which shall include but not limited to signing the legal 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loan, such as contracts, 
documents, vouchers, and other legal documents, and cooperating in the opening and alteration and write-off of 
accounts.
4. Influence
The purpose of applying for syndicated loans is to promote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ompany’s routine 
business operations and ensure the safe and orderly operation of it. It would be beneficial for the Company to 
further prevent risks, focus on the main aviation business operations, and to enhance its business performance. It 
would not harm the interests of the Company and its small and medium investors.
Voting result: 9 affirmative votes, 0 dissenting vote and 0 abstention vote.

                                       Board of Directors
                                 Hainan Airlines Holding Company Limited    

Dec. 3, 2019

申請新酒牌公告
NO.8 CLUB

現特通告：黃楚偉其地址為九龍慈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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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尖沙咀麼地道67號半島中心地庫
NO.8 CLUB的新酒牌。*其附加批註
為酒吧。凡反對是項申請者，請於此
公告刊登之日起十四天內，將已簽署
及申明理由之反對書，寄交九龍深水
埗基隆街333號北河街市政大廈4字
樓酒牌局秘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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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移動香港完成5G獨立組網測試
科學園葵涌設雙模基站 全港首家營運商成功安裝

中移動香港行政總裁李帆風表示，5G SA網絡建
基於雲化SBA（Service Based Architecture）架

構，具備三大能力，包括支持網絡切片、移動邊緣計
算和VoNR語音，均能充分體現5G網絡的特性，因
此建構5G SA是發展5G網絡的目標。公司正積極在
現存4G基站安裝5G無線設備，先以5G NSA推出
5G服務，最終5G網絡會同時支持SA和NSA。而明
年二季度公司推出的5G服務將會以NSA技術為主。

現存基站安裝5G設備
簡單來說，5G SA可謂是5G技術的第二階段，因
5G推出首階段是兼容3G/4G原有網絡制式即NSA
的雙模基站。與NSA相比，SA具備5G核心網，新
5G核心網是基於雲原生和SBA服務化架構，能高效
地創建「網絡切片」，不同切片提供可定製的專網服
務，應對不同行業多樣化5G應用，從而幫助運營商
從2C市場向2B市場拓展，尋求新商業模式和收入增
長點。

網絡切片可通過靈活的網絡資源組合，使不同行業
的服務質量（QOS）於5G應用下得以保障，大大提
升網絡服務質量，並可降低部署成本。邊緣計算把計
算功能和雲資源推至網絡邊緣，從而減少網絡傳輸時
延，大大提升網絡能力，支持需即時性及超低時延應
用，更安全可靠，提升業務運營效能。

VoNR語音通話服務就緒
此外，中移動香港在測試中，成功撥打全港首個

5G VoNR語音通話，話音清晰，表明5G SA網絡及
5G VoNR語音通話服務能力都已全面就緒。VoNR
是使用5G SA架構下的基本語音解決方案，話音和
數據業務共同承載在5G網絡。
在SA建設中，中移動會根據第三代合作夥伴計劃
於2018年6月發佈的國際5G SA選項標準，沿用當
中5G網絡架構的選項，利用5G核心網連接5G基站
的建構，以提供5G網絡供應及其所有應用，充分發
揮5G的特性，建立最完善的5G網絡系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中移動香港昨宣佈，已安裝了支持5G獨立組網（SA）及

非獨立組網（NSA）的雙模基站，分別位於科學園5G聯合創新中心香港開放實驗室及葵

涌美達數據中心，成為全港首家完成安裝、並成功測試5G SA網絡的流動網絡營運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歲寶百貨
（0312）夥阿里旗下盒馬，於深圳羅湖開設新
零售購物中心「盒馬里．歲寶」，歲寶行政總
裁楊題維昨於記者會上表示，該商場將以服務
3公里範圍內的蓮塘社區居民為主，購物中心
內的所有商戶都可提供線上及線下服務，消費
者可通過盒馬Apps線上下單、付款和預約等。
他強調，集團與盒馬保持長期合作，未來也會
考慮改良旗下其他門店的經營模式。

可用Apps點外賣預約課程
「盒馬里．歲寶」在11月30日開幕，項目

總面積約4萬平方米，共三層，設有超市、餐

飲、服飾及教育培訓等，可通過盒馬Apps點
外賣、付款、預約課程、預約家政服務等。
楊題維指，集團去年已與盒馬在超市業務

上有合作，所有深圳門店都已進駐「盒馬鮮
生」超市。但「盒馬里．歲寶」是基於以客
戶為本，彌補社區商場不足而產生的新型購
物中心，雙方已經籌備近兩年時間。目前購
物中心內約擁有10萬產品SKU。
首席財務官兼公司秘書陳楚雯透露，集團
目前擁有17間百貨，其他門店近兩年也在陸
續升級和翻新，但暫時未有計劃將其他門店
改造成「盒馬里．歲寶」，會視其經營情況
再作決定。

歲寶百貨夥盒馬推新零售商場

人瑞人才籌逾10億 2919元入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

修例風波持續至今近半年，除了
旅遊、零售、餐飲業外，不少打
工仔上班亦受影響。消息指，匯
豐銀行為了答謝員工，無論長期
及兼職香港員工明年將獲「加
假」1日。另外，匯豐香港高層傳
明年將凍薪，而職級較低員工料
將獲小幅度加薪，據悉恒生
（0011）亦有意跟隨。
據悉，匯豐香港區行政總裁施

穎茵昨向該行員工發電郵，指所
有香港員工明年將獲得額外一天
有薪假期。匯豐發言人回覆時表
示，該行一直視員工為最重要、
最寶貴的資產，而過去幾個月，
縱然面對各種不同情況，該行員
工依然專注地以專業的態度服務
客戶，並維持銀行正常運作，故
予以有關獎勵。

而截至2018年底，匯豐香港的
員工數目共3.1萬人，而視乎員
工的職級，每年有薪年假約有18
天至30天，其他有薪假包括1天
生日假、5天結婚假、4天恩恤
假、2天義務工作假及4天考試
假等。

高層或將凍薪
另外，匯豐香港傳已經完成明

年薪酬評估，並將計劃提交給母
公司匯控，據悉該行認為在中美
貿易戰和香港社會動盪的背景
下，香港增長或見放緩，因此有
意凍結高層明年薪金，而職級較
低員工料將獲小幅度加薪，但可
能是兩年來最小加幅。恒生據報
亦有意跟隨，第3級或以上高層明
年將凍薪，而一般級別員工的薪
酬總額，則會有限增長。

匯豐香港員工明年加假1天

■消息指匯豐香港高層明年將凍薪，而職級較低員工料將獲小幅度加
薪，據悉恒生亦有意跟隨。 資料圖片

■楊題維（中）稱新商場將以服務3公里範圍內的
蓮塘社區居民為主。 周曉菁 攝

■張峰（右二）指目前內地靈活用工市場與歐
美日等發達經濟體仍有不少差距。 岑健樂 攝

■■中移動香港已安裝了支持中移動香港已安裝了支持 55GG獨立組網獨立組網
（（SASA））及非獨立組網及非獨立組網（（NSANSA））的雙模基站的雙模基站。。

■今年1至11月累計賭收為2,696.17億澳門
元，按年跌2.4%。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