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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M太平洋（0522）行政總裁

黃梓達昨在中期業績電話會議上

表示，今年初環球爆發新冠肺炎

疫情，多國採取封鎖措施，對經

濟表現、消費者情緒及半導體需

求都造成影響，半導體行業客戶

對資金投入的取態亦因而更加謹

慎，有客戶甚至將訂單延遲或取

消。他擔心，一旦供應鏈再次嚴

重中斷，半導體行業將不能倖免

受到牽連。該股昨收報95元，跌

6.312%。

ASM太平洋：有客戶取消訂單

■香港文匯報記者莊程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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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控股子公司競得土地使用權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
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佳章置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佳章置業」）於2020年7月29日以人民幣491,100萬元競得上海市浦東新區前灘地區Z000801單元54-01地塊（地
塊公告號：202012801，以下簡稱「該地塊」）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

一、該地塊的具體情況如下：

地塊名稱 容積率 土地用途 四至範圍 土地總面積 出讓年限 掛牌價格 競得價格

上 海 市 浦 東 新
區 前 灘 地 區
Z000801單元
54-01地塊

3.33
普 通 商 品 房
辦公樓
教育用地

四至範圍為：
東至耀龍路，
西至晴雪路，
南至春眺路，
北至高青西路（地塊四至範
圍應以附圖紅線為準）

25,782.3
平方米

普通商品房70
年；辦公樓50
年；教育用地

50年

人民幣
364,900

萬元

人民幣
491,100

萬元

二、已履行的程序。
本事項已經公司第八屆董事會2020年第三次臨時會議審議通過，無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三、對公司的意義。
該地塊位於前灘國際商務區。前灘國際商務區規劃有「總部商務、文化傳媒、體育休閒」三大核心功能，目標

建設成為全球城市中央活動區的示範區、世界級濱水區的樣板區、黃浦江核心段的標誌區。該地塊的開發有助於公
司進一步參與前灘國際商務區的開發建設，符合公司堅持深耕浦東的發展目標，也是公司持續提升城市中心和城市
副中心開發、建設和營運能力的積極舉措，有助於提升公司項目儲備，推進公司主營業務發展。

特此公告。

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年七月三十日

黃梓達指出，公司一直密切留意
疫情情況，現時新加坡、馬來

西亞、中國內地及歐洲的生產已經全
面復工，近日部分國家及地區出現第
三波疫情，或會再影響供應鏈及環球
經濟再現不穩，因此暫時對未來數季
半導體行業表現持觀望態度。他認
為，中美關係緊張是一個長期持續議
題，與疫情一樣影響環球經濟及消費
情緒，雖然行業暫時的影響較淺，但
仍會為局勢作出準備。

觀望未來數季行業表現
黃梓達提到，公司於內地主要生產

廠房已完全復工，透過改善生產力和

加班，已經收復首季損失的大部分產
能。馬來西亞廠房5月中亦全面恢復
生產，至於新加坡業務仍按政府要
求，容許部分僱員在家工作。在環境
不明朗下，公司決定不對今年第三季
新訂單作指引，而第三季的收入指引
介乎4.8億至5.6億美元。而公司第2
季新增訂單總額4.72億美元，按季及
按年分別減少29.4%及21.6%。

5G手機需求利第三季增長
他續指，其實疫情中都有些正面影

響，例如市民留家抗疫更多使用不同
電子設備，帶動半導體需求。中國內
地製造商亦有本地化及數碼化趨勢，

相信未來對於數據中心及半導體需求
會增加。雖然現時受疫情影響，但內
地在疫情下未有減慢5G進展，其他
國家亦積極參與有關技術，未來都會
繼續是半導體行業的主要驅動力。
他又指，受季節性影響，下半年新

訂單一向較上半年少，但要視乎第三
及四季會否有其他正面消息帶動需
求，包括手機製造商是否計劃推出
5G手機。如果5G手機需求健康，會
帶動封裝技術需求，有利第三季增
長。

上半年賺3.9億 派息0.7元
該公司上半年盈利3.9億元，按年

增長 119.2%，較去年下半年減少
12%。每股盈利0.95元；派中期息每
股0.7元。公司上半年收入9.92億美
元，按年增加5.9%，但較去年下半
年減少10.5%。
期內，新增訂單總額為11.4億美

元，較去年上半年及下半年分別增加
7.4%及19%。單計第二季，盈利3.66
億美元，急升421.8%。公司表示，
上半年收入上升，是因為5G基建建
設、中國半導體供應鏈本地化及集團
在先進封裝的強勁地位。此外，疫情
導致遠程辦公安排的新常態，帶動服
務移動通訊、通訊及資訊科技業務
增長。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章蘿蘭上海報道） 近
期連續震盪的A股，昨日再度沸騰，滬深三大指
數均以大漲報收，滬綜指升逾2%，深成指飆
3%，創業板指暴漲近3%，兩市成交亦重新站上
萬億元（人民幣，下同）大關，北向資金淨流入
超百億。兩間公司修改章程，亦引發合併重組猜
測，券商板塊強勢回歸。
早盤小幅低開後，兩市全日單邊上揚，截至收

市，滬綜指報3,294點，漲66點或2.06%；深成
指報13,557點，漲410點或3.12%；創業板指報
2,767 點，漲 100 點或 3.78%。兩市成交升至
10,467億元，北向資金淨流入101億元。

憧憬市場空間 疫苗股飆近6%
生物疫苗板塊狂飆近6%，華北製藥、衛光生
物、西藏藥業等漲停。安信證券指出，在全球疫
情持續蔓延的情況下，新冠疫苗未來市場空間值
得期待，建議關注新冠疫苗研發龍頭企業。
中信證券公告公布了擬修訂公司章程內容，同

日中信建投亦公布修訂後的公司章程，兩家修訂
章程有不少相似之處，市場猜測背後目的可能是
為了合併重組。券商板塊全線飄紅，整體拉升近
4%，中信建投大漲8%，中信證券漲5%。

機構續唱好 貴州茅台收漲
釀酒板塊升幅未足1%，食品飲料亦跑輸大

市。中金新報告稱，7月以來北京第二輪疫情基
本得到控制，但新疆和遼寧又爆發了新一輪疫
情，如果未來有更多省份出現第二輪疫情，將會
延緩內地消費復甦。但白馬股依然被看好。在新
冠肺炎疫情大背景下，貴州茅台上半年營收、淨
利錄得雙增長，各大機構調高其目標價，國泰君
安和中金均將上調至2,019元，貴州茅台微漲
0.12%收於1,672元。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李昌鴻深圳報道） A股創業板
註冊制的首批公司正進入詢價和申購階段。中證監同意鋒
尚文化、美暢股份、藍盾光電和康泰醫療四家公司創業板
IPO註冊，目前這些公司已經刊發招股書，其中鋒尚文化
和美暢股份日前披露了招股書及詢價推介公告，昨日開始
詢價，將於8月4日開放申購；藍盾光電詢價時間擬定於7
月31日，8月5日啟動申購。在定價方式上，三家公司都
選擇通過向符合條件的投資者進行初步詢價直接確定發行
價格，不再進行累計投標詢價，預計8月中上市。

深交所技術系統已啟用
深交所日前組織各市場參與主體正式上線創業板改革並

試點註冊制相關技術系統，同步啟用交易、結算新數據接
口。深交所表示，該註冊制技術系統正式上線啟用，將可
以暢通信息公開渠道、提升交易系統效能、強化科技監管
能力和前瞻性做好技術評估。該系統針對創業板交易制度
改革，改造新一代交易系統，支持上市初期交易機制，引
入可連續滑動的「價格籠子」，新增盤後定價交易、轉融
通市場化約定申報和實時成交等業務功能，並廣泛運用深
交所在新一代監察系統、上市公司監管畫像系統等科技監
管平台建設中的智能化成果，實現上市審核、持續監管及
交易監控等智能輔助功能。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期
指結算日前夕，港股悶局，在成交縮
減至1,047億元下，恒指升110點報
24,883點。A股造好令大市氣氛在午
後好轉，滙控(0005)由11年低位反彈
逾2%，更是港股由弱轉強的關鍵。
分析師指出，美國企業的業績遜預
期，拖累了大市氣氛，市場聚焦周四
舉行的聯儲局議息會議，憧憬聯儲局
政策會否有更實質及更寬鬆的措施推
出。
正榮金融業務部副總裁郭家耀稱，
美國企業業績遜預期，拖累了美股及
港股氣氛，市場繼續觀望聯儲局會否
推出新一輪刺激政策。港股方面，投
資者同樣觀望本港企業的業績，故投
資取態轉為審慎。但由於「北水」持
續流入科技股，令大市出現「炒股不
炒市」行情，料後市會維持上落形
態，本周繼續在24,500點至25,200點

水平徘徊。
聯儲局議息會議在即，瑞士百達財

富管理美國高級經濟師 Thomas
Costerg 預期，聯儲局會保持「觀
望」模式，未必會推出實際措施，但
由於近期美國經濟數據表現平平，將
導致聯儲局言論趨向「鴿派」。該行
預期美國利率保持不變，量寬計劃也
不會大幅修改，但聯儲局言論會偏向
鴿派，例如暗示將繼續救市，甚至隨
時準備在必要時進一步量寬。

「上海方案」落地 晶片股走高
滙控昨日由11年低位反彈2.7%，
收報35.75元，貢獻恒指約59點升
幅，是表現最佳藍籌。市場焦點仍聚
焦科技股，晶片股中芯(0981)發力急
升8.7%報28.6元，華虹(1347)更大漲
13.3%，是表現最好科指成份股。市
場人士指，上海市市長龔正表示，要

着力推進集成電路、人工智能等「上
海方案」落地，是刺激晶片股向上的
主因。
恒生科指升逾1%，收報7,085點，
騰訊(0700)回吐0.4%報541.5元，阿
里巴巴(9988)則跌0.7%。科指成份股
的新東方在線(1797)發盈警，料全年
度虧損顯著擴大，全日插水7.7%，
是表現最差科指成份股。物管股及生
技股有追捧，弘陽(1971)升9.1%，鑫
苑(1895)、興業物聯(9916)、佳兆業美
好(2168)及正榮(6958)均升逾6%。另
外 ， 疫 苗 股 康 希 諾 (6185) 大 漲
11.8%，藥明(2269)發盈喜也升4%。

泰格醫藥次日招股 超購108倍
泰格醫藥(3347)次日招股，市場反
應仍熱烈，孖展申購錄得642億元，
超購達108倍。綜合券商數據顯示，
輝立孖展額佔186億元、耀才佔138

億元、富途佔120.8億元。由於該股
的超額認購已超過96倍，觸發回撥
機制，當中78.5%為國際配售，公開
發售部分由5.5%大增至21.5%。

香港文匯報訊 彭博昨引述 知情人士透露，中國長
江三峽集團在探索出售其海外資產組合的部分股權，
價值至高達40億美元（約280億元人民幣）。知情人
士表示，出售小部分股權將有助於該公司降低債務水
平，同時響應中央政府呼籲國企實施混合所有制改革
的號召。知情人士稱，這家電力巨頭接洽了新加坡政
府投資公司(GIC)以及中投公司等主權基金，探討對
相當於三峽集團國際資產10%至20%少數權益的潛在
收購。

海外資產組合或打包上市
彭博去年12月曾報道，中國三峽集團考慮將海外

資產重組為一家單獨的公司。知情人士此前稱，中國
三峽集團一直在與顧問商討成立一家實體來持有其國
際資產，並引入戰略投資者。知情人士稱，海外資產
組合整體估值可能至高達200億美元。知情人士表
示，中國三峽集團稍後可能會考慮將該部門或部分資
產上市。該部分股權的規模可能仍有變動，取決於最
終包含在交易中的資產。不過，審議仍在進行中，尚
未作出最終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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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望業績 港股料續區間上落

創業板註冊制IPO
首批8月4日申購

傳三峽集團擬售部分海外資產

■ ASM太平
洋行政總裁黃
梓達擔心疫情
下供應鏈再次
嚴重中斷，半
導體行業將不
能倖免受到牽
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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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昨現悶局，成交縮減至1,047
億元，恒指收報24,883點，升110
點。 中通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