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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5G時代，意味整個未來技術應用的革新。香港大公文匯財經公關集團夥中國移動

香港昨日簽署了《戰略合作夥伴協議書》，雙方將通過資源共享、優勢互補與業務創

新，打造互利共贏、可持續發展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共同提供更優質、更全面服務，

推動雙方業務實現跨越式發展。

中移動香港大文財經公關簽戰略合作
通過資源共享優勢互補業務創新打造互利共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岑健樂）內地民辦IT
高等教育服務提供者東軟教育科技（9616）
宣布今日起至下周二公開招股，發行約1.67
億股，其中10%在港公開發售，招股價介乎
每股5.18至6.22元，集資最多約10.37億元。
以每手800股計算，入場費為5,026.14元，股
份將於9月29日掛牌。

東軟教育招股 5026元入場
東軟教育非執行董事兼董事長劉積仁昨表

示，公司專注於資訊科技（IT）方面的辦
學，因為IT行業有巨大發展空間，令學生有
良好就業前景。以招股價範圍中位數5.7元
計算，公司集資淨額約8.21億元，其中約
50%將用於升級現有學校設施及擴建校園，
20%用於收購內地其他大學/學院和擴大學校
網絡，20%用於償還銀行借貸。
另外，中通快遞（2057）今日起至下周二

公開招股，發行4,500萬股，其中5%在港公
開發售，招股價最高為268元，集資最多
120.6億元。以每手50股計算，入場費為
13,535.03元，股份將於9月29日掛牌。集資
所得中，約50%用於基礎設施及產能發展，
25%用於賦能集團的網絡合作夥伴及加強網絡
穩定性，15%用於投資物流生態圈。

樂享超購1680倍 凍資2900億
內地效果類自媒體營銷服務提供商樂享互

動（6988）已經截止招股。市場消息指該股公
開發售超購約1,680倍，凍資超過2,900億
元，每股定價2.88元，較招股價範圍上限

3.21元低約10%，冀給投資者留有一定水
位。

華住未足額 明源雲超購115倍
華住酒店（1179）也於昨日截止招股，消

息指該股每股定價297元，較招股價上限368
元低約19%。綜合多間券商的數據顯示，華
住酒店錄得逾1.65億元孖展認購，未錄得足
額認購。
而內房軟件解決方案提供商明源雲

（0909）的孖展認購方面則表現不俗，綜合
多家券商數據顯示，該股錄得約720億元孖
展，相當於超額認購約115倍。其中，輝立
借出165億元、耀才借出150億元。

螞蟻港上市爭取最快下周獲批
另外，路透旗下《IFR》報道，螞蟻集團
爭取最早下周獲得港交所的上市批准，發售
股份相當於股本約11%至12%。集團計劃於
9月最後一個星期開始進行路演，暫時計劃
於國慶假期後建簿，預計於10月底上市。但
上述時間表仍存在變數，因為螞蟻集團上
市，需要視乎上交所是否批准。
報道稱，螞蟻集團計劃在香港發行更多股

票，因為香港的發售部分可能涉及一些舊
股，而相關決定在建簿前仍有變數。早前有
消息指，螞蟻集團計劃於香港與上海同步上
市，總集資額或高達300億美元（約2,340億
港元），有望超越沙特阿美，成為全球最大
的IPO。花旗、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中
金為螞蟻集團在香港IPO的聯席保薦人。

香港文匯報訊 陷於債務危機的海航集
團又出事件。因為在合同糾紛案中未按
執行通知書指定的期限履行生效法律文
書確定的給付義務，海航集團及其法人
代表陳峰被法院限制高消費及非生活和
工作必需的消費行為。這是海航集團近
年陷入債務困境以來，公司及法人代表
首次遭遇「限高」處罰。

涉合同糾紛 未依期給付
據陝西省西安市碑林區法院發布的裁

判文書，於8月13日立案執行申請人
柴靖申請執行海航集團糾紛一案，因
海航集團未按執行通知書制定的期間
履行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的給付義務，
對海航及法定代表人採取限制消費措
施。陳峰作為海航集團的創始人，未
經批准不得租賃高檔寫字樓、賓館、
公寓等場所辦公，不得購買不動產或
者新建、擴建、高檔裝修房屋，不得
在星級以上賓館、酒店、夜總會、高
球場等場所進行高消費，乘坐交通工

具時，不得選擇飛機、列車軟卧、輪
船二等以上艙位等。
外電引述中國裁判文書網信息顯示，

西安市碑林區法院曾於今年3月對兩份
與柴靖起訴海航集團有關的案件做出判
決，兩個案件均涉及網絡借貸平台聚寶
匯APP，海航集團均被判承擔連帶清償
責任，金額總計僅30餘萬元人民幣。
而此次被裁定限制高消費後，海航集

團在融資上是否將遭遇麻煩，目前還難
以判定。

香港文匯報訊 市場消息指，中國工商銀
行(1398)計劃發行永續境外優先股，最高集
資300億元人民幣(約44億美元)。路透社引述
有關投資條款清單，該批境外優先股將以美
元計價，且將用於補充工行的其他一級資
本。工行向投資人說明發行計劃，初步收益

率約為3.95%，會在周三定價。
據悉，工商銀行的境外優先股將被穆迪授

予Ba1的評級，並將在香港交易所掛牌交
易。工行董事會8月28日還批准了一項發行
1,000億元永續債券的提議，但仍需內地監管
機構的審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上海
報道)人民幣升值步伐未停。人民幣
中間價昨調升 397 個基點，報
6.7825，升破6.8關口，在岸市場人
民幣兌美元即期官方收盤價報
6.7613， 較 上 日 升 162 點 子 或
0.24%，市場料短期將衝擊 6.7 關
口。不過A股做多氛圍並沒有受到人
民幣升值提振，在連漲3日後，滬深
兩市三大指數均出現調整。

A股回調 第三代半導體股俏
當日滬綜指最終衝擊 3,300 點未

果，盤中曾短暫高見3,302點，之後
就衝高回落。截至收市，滬綜指報
3,283點，跌11點或0.36%；深成指
報13,011點，跌132點或1.01%；創
業板指報 2,554 點 ， 跌 40 點 或
1.55%。兩市共成交6,842億元人民
幣。行業板塊中，民航機場、汽車、
石油、銀行、房地產等收紅；航天航
空、安防設備、貴金屬、醫療、電信
運營居於跌幅前列，復星醫藥下挫
5%至近兩個月低位，貴州茅台跌
1.9%。
第三代半導體概念板塊繼續拉升近

2%。據不完全統計，A股上市公司
中，已有36家公司參與到第三代半
導體領域。方正證券研報稱，第三代
半導體國內外差距沒有一、二代半導
體明顯，先發優勢是半導體行業的特
點，相較於Si（硅），國產廠商對
SiC（碳化硅）研究起步時間與國外
廠商相差不多，因此國產廠商有希望
追上國外廠商，完成國產替代。

大華股份收跌6.4%，盤中一度上漲4%。外電消
息指，阿里巴巴和中國移動正在考慮向浙江大華技
術股份有限公司投資30億元。

小額貸款公司貸款禁買股票
另外，銀保監會昨日強調，小額貸款公司貸款，

不得用於股票、金融衍生品等投資，以及房地產市
場違規融資等投資。 據銀保監會網站消息，為規
範小額貸款公司經營行為，防範化解相關風險，促
進行業健康發展，銀保監會辦公廳近日印發《關於
加強小額貸款公司監督管理的通知》。《通知》指
出，小額貸款公司應當與借款人明確約定貸款用
途，並且按照合同約定監控貸款用途，貸款用途應
當符合法律法規、國家宏觀調控和產業政策。小額
貸款公司貸款不得用於以下事項：股票、金融衍生
品等投資；房地產市場違規融資。

工行擬發境外優先股 籌44億美元

海航集團及陳峰被限制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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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約儀式在香港大公文匯財經公關集團舉行，中
國移動香港董事長李鋒、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

團董事長兼香港大公文匯財經公關集團董事長姜在
忠、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副董事長兼總編輯李大宏
等出席了活動。中國移動香港董事兼行政總裁李帆風
與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執行總經理、香港大公文匯
財經公關集團副董事長韓紀文共同簽署協議。

姜在忠：搭建良好溝通平台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董事長兼香港大公文匯財經
公關集團董事長姜在忠在致辭時表示，在數字智能社
會的當今時代，5G是人類面臨的最具代表性的技術
創新之一，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8年和2019年的中
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先後指出「加強5G商用步伐」、
「加強戰略性、網絡型基礎設施建設」，今年視察陝

西時亦曾強調要「推進5G、物聯網、人工智能、工
業互聯網等新型基建投資」，他相信這一系列重要指
示，為加快推進5G建設指明了方向。
他指出，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作為本港中文媒體

的傳媒旗艦，始終將為社會各界搭建良好的溝通交流
平台視為重要使命，而香港大公文匯財經公關集團，
深度整合集團在媒體宣傳、公共關係、企業培訓等領
域的優質資源，致力於為祖國內地與香港兩地政府、
企業提供專業、高效的服務。

推動雙方業務跨越式發展
是次為香港大文財經公關集團與中國移動香港首次

全面合作，姜在忠相信將成為共贏合作關係的良好開
端。他透露是次雙方合作，將通過資源共享等，推動雙
方業務實現跨越式發展，如在宣傳報道、輿情監測、危

機公關、5G基建與體驗、聯合舉辦活動、My Link新
聞、數據通訊、大數據互動分析等方面開展深入合作。

李鋒：把握新機遇迎挑戰
中國移動香港董事長李鋒致辭時說，今年受疫情影

響，大家生活模式、習慣都作出了重大轉變，衍生出
不同挑戰及機遇。雙方希望透過合作，發揮彼此在專
業領域上的影響力，合力面對新時代的挑戰，好好把
握新機遇。

希望助力港完成5G全覆蓋
李鋒亦坦言，在粵港澳大灣區內，香港的5G相對

落後，深圳已完成全面覆蓋5G，澳門亦有望年底實
現全覆蓋，中國移動香港希望能助力香港完成5G全
覆蓋，在數字基建上與灣區內其他城市連接，令香港
的地位得到提升和鞏固。他相信，繼續積極與不同行
業的領導者加強合作，強強聯手，實現優勢互補，優
化資源分配，可提升雙方競爭力同時為客戶帶來更多
尊屬及適時服務。
中國移動香港董事兼行政副總裁馬子斌，董事兼行
政副總裁、首席財務官葛建寶，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
團副總經理張錦川，香港大公文匯財經公關集團常務
副總裁王俐等亦出席簽約儀式。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市場觀
望聯儲局議息會議聲明，大市缺乏方
向，全日波幅不足 200 點，收市報
24,725點，微跌7點，成交額近1,030億
元。不過，資金其實一直流入本港，港
匯昨日再觸及7.75強方兌換保證，繼前
日注資31億港元後，金管局昨再承接約
2億美元沽盤，向銀行體系注資15.5億
港元，令銀行結餘增至2,109.6億港元。
市場人士指出，新股市場持續熱鬧，阿
里巴巴(9988)旗下的螞蟻集團傳聞最快於
下周四尋求通過交易所的上市聆訊，故
資金正繼續部署來港抽股。

科技股續跑贏 晶片股回勇
螞蟻來港尋求上市在即，使科技股繼

續跑贏大市。恒生科指升1.1%報7,430
點，而國指僅升0.2%報9,845點。騰訊
(0700)升近 1%，阿里升 2.1%，小米
(1810)升1.8%，美團(3690)升1.9%。連晶
片股也見回勇，中芯(0981)回升3.6%，
華虹(1347)反彈6.4%。

臨「國慶黃金周」港股看好
訊匯證券行政總裁沈振盈表示，恒指

早前反覆下試24,200點支持後，發現支
持 位 「 守 得
住」，故此當美
股跌勢近兩天喘
定後，港股也重
新企穩。至於港
股何時才會再有
突破，相信要等
待利好消息出
台。
他認為，香港

全面通關、疫苗
有突破進展、經
濟數據向好後，

都是市場可以用來炒作的借口，他相
信，在「國慶黃金周」港股會有一輪炒
作，而10月內地的五中全會或推出刺激
經濟政策，都對港股後市有很大的刺激
作用。
金融股昨日弱勢，滙控(0005)收報31.75
元，再挫1%，盤中曾見31.65元，繼續貼
近2009年的28元「供股價」。友邦(1299)
也回吐1%，中行(3988)跌1.6%。

車股受捧 比亞迪變「紅底股」
汽車股則跑贏大市，其中比亞迪(1211)

表現最佳，昨日大升6.5%報103.6元，
變身「紅底股」。大摩認為，比亞迪在
悶市中急升，主要是市場炒作該股將向
平治母公司戴姆勒供應刀片電池，又指
比亞迪可能是Tesla的平價之選。大摩重
申對比亞迪「與大市同步」的評級，目
標價僅75元，並指現評級反映了基本因
素，料該股股價將有較大波動。至於向
騰訊等配售股份的恒大汽車(0708)，昨日
反彈3.8%報26元。
個股方面，珠江鋼管(1938)的番禺地皮

獲得補償，料稅前收益最多達36億元人
民幣，刺激該股曾漲3.2倍，收市報0.62
元，仍大升218%。

金管局再接錢15.5億壓港匯 中通快遞籌120億 1.35萬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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