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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移動回A 料籌逾650億
或掀紅籌回A潮 有利估值提升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中移動(0941)前晚宣布，擬申請在滬交所發行人民幣A股，公開發

售股數最多9.65億股。大摩預期，若以1倍市賬率定價，中移動發A

股料可集資540億元人民幣(約652億港元)。此外，計及早已在A股上

市的中聯通(0762)，以及3月宣布回歸A股的中電信(0728)，中國三大

電訊商有望齊聚A股。分析師相信，中移動及中電信回歸A股，由於

A股市盈率一般都高過H股，有望提升兩股的估值，有利H股表現。

中移動昨收升2.7%，中聯通也有0.5%進賬，中電信則平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京東物流（2618）昨繼續招股，綜
合多間券商數據顯示，京東物流錄得約1,625億元孖展，超額認購204
倍。京東物流是次發行6.09億股，其中約3%在港公開發售，招股價
不超過每股43.36元，集資最多逾264億元。以每手100股計算，入場
費約為4,379.69元。該股將於本周五截止招股。5月28日掛牌，聯席
保薦人為高盛、美林與海通國際。

優然牧業正進行上市前預演
另外，大型乳製品製造商中國優然牧業通過上市聆訊。據IFR報道

指，公司於5月18日至5月25日進行上市前預演，集資約8億美元
（約62.4億港元）。聯席保薦人為瑞信、華泰。此外，內地隱形矯治
解決方案提供商時代天使科技亦已通過上市聆訊，據IFR引述消息人
士指，公司計劃集資3億美元（約23.4億港元）。高盛及中金為聯席
保薦人。

越秀服務冀本周通過聆訊
此外，越秀（0123） 早前公布，分拆公司的物業管理業務。外電
報道，越秀服務尋求本周通過港交所上市聆訊，集資2億至2.5億美
元（折合約15.6億至19.5億港元）。若獲批上市，預計下周展開預路
演。
另一方面，彭博報道指，東軟醫療考慮在香港上市，計劃集資4億

至5億美元（約31.2億至39億港元），惟上市時間表及集資額尚有變
數。東軟醫療去年曾申請於上海科創板上市，但最終撤回申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近日油價持
續強勢，其中布蘭特期油自3月中旬以來，首
次重上70美元，一度高見70.24美元。有市場
意見指出，油價上升，主要受到歐洲經濟重
啟，以及美國需求增加，令新冠肺炎疫情期
間積壓的多餘原油庫存減少所推動。

需求增 紐約期油價逼67美元
外電消息指，倫敦布蘭特原油價格自3月中
旬以來首次突破每桶70美元，有跡象表明，

消費回升已減少了去年疫情最嚴重
期間積累的石油過剩。紐約原油期
貨價格逼近每桶67美元。自2019
年以來，該全球基準油價一直未能
長時間站上70美元。
今年以來，石油與其他大宗商品

一起出現強勁上漲，需求從疫情期
間的底部反彈。而近日的油價上升
是由美國和歐洲帶頭的，美國機場
客流量創出新冠疫情爆發以來最高
水平，表明國內旅行復甦的同時也
正在推動燃油消費。美國以及中國
和歐洲需求的反彈正在消解印度需
求下降帶來的隱憂。上周，國際能

源署表示，在疫情大流行期間積累的供應過剩
已經基本消除。

油價升帶挈「三桶油」齊升
「三桶油」昨日全線上升。其中，中石化

（0386）昨收報4.24元，升0.18元或4.43%；
中石油（0857）收報 3.29 元，升 0.15 元或
4.78%；中海油（0883）收報8.81元，升0.27
元或3.16%。

另據路透報道，資產管理公司貝萊德
（BlackRock）於上周四在市場上購入中石油
1,678.8萬股H股，平均價每股3.1334元。貝
萊德的持股比例由5.97%升至6.04%。
油價上升將對通脹構成進一步刺激，亦令運

費有上行壓力，對航運業影響正面。昨日多隻
港口運輸股表現良好。其中，中遠海控
（1919） 昨 收 報 17.88 元 ， 升 0.78 元 或
4.56%。招商局港口（0144）昨收報 12.88
元，升0.5元或4.04%。中遠海能（1138）昨
收報3.71元，升0.05元或1.37%。中遠海運港
口（1199） 昨 收報 6.7 元 ， 升 0.07 元 或
1.06%。

金價逾1873美元 三個半月高
另一方面，美國通脹上升，刺激金價升破約

三個半月高位，現貨金曾上漲至每盎司逾
1,873 美元，超過 2 月 1 日以來的最高位
1,868.26美元。Circle Squared Alternative In-
vestments創始人Jeffrey Sica表示，預計未來通
脹數據將繼續走強，而美國國債收益率將維持
於目前水平，進一步增加投資者選擇黃金的可
能性。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近日有不少「有心人」
造謠，指保安局凍結壹傳媒(0282)創辦人黎智英的財
產，會影響本港法治環境，更削弱香港對外資吸引力。
財庫局局長許正宇昨日接受外媒採訪時表示，香港的營
商環境一切如常，強調香港蘊含無限商機及發展機遇，
未來將繼續擔當聯繫中國與國際市場的角色。他又指
出，香港現正致力發展金融市場，並表示將會很快公布
有關SPAC上市制度諮詢的安排。
許正宇接受外電訪問時稱，香港擁有完善法治、全面
的金融監管，優秀的專業人才等多方面優勢，相信香港
對外企仍存吸引力。他曾接觸過企業界，未聽聞有人擔
心香港對外資吸引力被削弱，就如包括花旗、滙豐和高
盛等大型企業，也正為進軍中國、進行大規模擴展作準
備，且紛紛在港增加招聘。他強調，香港基本上保持原
樣，營商環境一切如常，投資者仍看到很多商機，並不
認為香港國安法會損害本港作為亞洲商業和金融中心的
地位。

擁多方面優勢 對外資仍吸引
許正宇舉例說，他經常向外界提到，市民可以在香港
起訴政府，並且取得勝訴，意味香港長期以來，一直享
有高度的自由與法治，並表示此情況將會繼續不變。本
港近年出現連串政治事件，反而令商界擔心，但許正宇
指出，在本港落實國安法後，已成功令社會回復穩定。
鑑於本港作為與內地之間的紐帶，本地的法治、金融法
規以及法律、會計和銀行等專家服務，將繼續吸引企業
來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偉易達集
團（0303）昨公布截至今年3月底止財政
年度全年業績，上半年全球供應鏈受阻及
第四季電子零件供應短缺，但仍錄得正面
業績。期內，集團收入增加9.5%至歷史新
高23.72億美元；股東應佔溢利增加21.1%

至約2.31億美元，也創歷史新高；
毛利率維持在30.6%；每股基本盈
利增加21%至91.6美仙，末期息每
股74美仙，全年股息總額為歷史新
高91美仙，按年上升71.7%，派息
比率99.4%。

全年多賺21% 大增派息
集團主席兼行政總裁黃子欣表

示，2021財年集團的收入和溢利創
下歷史新高，歸因於業務在新冠疫情期間
受惠於在家工作和留家抗疫的訂單。三個
產品類別全部錄得收入增長，同時盈利能
力因有效控制成本而得到進一步支持。儘
管上半年全球供應鏈受阻，以及第四季半
導體及其他電子零件的供應短缺加劇，集

團仍然錄得正面業績。

供應鏈不穩帶來不確定因素
惟集團指出，2022財年的收入難以預

測，全球物料供應的不穩定狀況可能影響
集團迎合需求的能力，但強調集團所有產
品線的訂單情況均甚為穩健，且集團已盡
最大努力。集團指，目前全球電子零件短
缺的情況普遍，特別是半導體和LCD（液
晶顯示器）屏幕。晶圓代工半導體製造商
難以應付大幅增加的需求，不僅交貨時間
大大延長，履行訂單的情況亦不確定。儘
管該集團與供應商有着長期合作關係，並
得到他們全力支持，但是集團部分已確認
的訂單仍未能如期交付。這個供應鏈的不
確定因素，有機會對集團滿足訂單的能力

構成限制。

運費升材料價漲料毛利率跌
同時，受到供應緊張、運費上升和人民

幣升值導致材料價格上升所影響，毛利率
料將下跌。偉易達指，集團已採取措施減
輕相關影響，包括分散供應來源、重新設
計產品、磋商新的付運合約和提高價格。
今年是偉易達成立45周年誌慶，集團未
來將實踐以可持續發展為主的策略，以及
從設計到生產、從營銷到售後服務，都加
強聚焦數碼化。黃子欣指，集團去年承
諾，於2030年或之前在所有電子學習產品
中以符合可持續發展標準的替代物料取代
提煉自石化原料的塑膠，所以集團於今年
的稍後時間，將推出一系列以提煉自植物

的塑膠和再生塑膠製成的環保電子學習產
品。集團亦將推出全新木製玩具系列，由
經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認證的負責
任林木原料所製成。

將實踐可持續發展為主策略
黃子欣續表示，集團經過多年發展，已

從一家香港小企業蛻變為跨國公司，於世
界各地設有銷售和營銷辦事處、生產及研
發設施，旗下的創新產品行銷至超過80個
國家和地區。而疫情令線上到線下（on-
line-to-offline）的環境和消費者行為加速變
化，該集團的品牌、科技能力、專業生產
技術和垂直整合的營運方式，令到集團於
這個趨勢領先，在集團實踐以可持續發展
為主策略的同時，亦將繼續因此受惠。

中移動前晚公告指，本次擬發行的人民幣股
份，不超過發行後普通股總數的4.50%(行

使超額配售權之前)，超額發售也不會超過人民
幣股份發行數量15%的人民幣股份。計及早已在
A股上市的中聯通，以及3月宣布回歸A股的中
電信，中國三大電訊商日後有望齊聚A股。中電
信早前擬申請發行不超過120.93億股A股在滬交
所上市，中證監4月已受理其申請。

三大中資電訊商有望齊聚A股
分析師指出，中移動是一隻相當優質的電訊
股，盈利穩定、市場龐大、現金充裕、派息率
高，但奈何高增長期已過，令該股股價一直缺
乏上升動力；今次該股回歸A股，有望令估值
提高，也將有利H股表現。另外，該股息率超
過6厘，內地也頗欠缺此類高息公用股，相信
在內地上市的反應應該不俗。他又指，中移動

回歸A股的反應若理想，或會繼續吸引更多紅
籌回歸A股上市，變相也會利及本港估值長期
偏低的一眾紅籌。
目前港股中有176隻紅籌股，除中移動及已

經發行A股的中聯通外，較大型的包括中海油
(0883)、中信股份(0267)、光控(0165)、粵投
(0270)及招商局(0144)等，部分紅籌的估值偏
低。中移動昨日受消息刺激升2.664%，收報
50.1元；中聯通收報4.46元，升0.45%；中電
信平收2.55 元。中海油及中信股份也升逾
3%，招商局更有4%進賬。今次中移動回歸A
股的聯席保薦機構及主承銷商，為中金(3908)
和中信証券(6030)。

港股3連升共875點 重上28500
港股方面，恒指連升第3個交易日，昨日最

多升過423點，高見28,617點，收市仍漲399

點報28,593點，但成交額跟不上大市升幅，並
進一步減至1,312億元。3日間，恒指已累升
875點，收復10天(28,304點)及20天線(28,570
點)。科指再彈1.5%，收報7,817點。港股向上
主要因科技股及商品股領漲，騰訊(0700)周四
公布季績，股價再升 1.2%，美團(3690)升
2.3%，瑞聲(2018)更升5.3%。通脹憂慮使商品
價格揚升，商品股齊獲追捧，中石油(0857)及
中石化(0386)升4.8%及4.4%。

股東非凡減持李寧套逾38億
個股方面，李寧(2331)遭股東非凡(8032)以折

讓6.55%的價格，配股減持套現逾38億元，有
關配股昨日上板，李寧收報65.85元，下挫
3.2%，仍守住63.6元配售價，該股成交額達
61.3億元，非凡套38.2億元後，部分擬派特別
息，使股價升近5%。

偉易達收入及溢利齊創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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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東物流孖展超購204倍歐洲經濟重啟 布油重上7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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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正宇強調，香港蘊含無限商機及發展機遇，未來
將繼續擔當聯繫中國與國際市場的角色。 彭博

部分紅籌成份股昨日造好
名稱

招商局

中海油

中信股份

粵海投資

光大控股

股號

0144

0883

0267

0270

0165

昨收(元)

12.88

8.81

8.90

11.68

9.33

變幅(%)

+4.0

+3.2

+3.1

+2.5

+1.5

三大中資電訊股昨日表現
名稱
中國移動
中國聯通
中國電信

股號
0941
0762
0728

昨收(元)
50.10
4.46
2.55

變幅(%)
+2.7
+0.5
無升跌

●今年是偉易達成立45周年，集團未來將實踐以可
持續發展為主的策略，加強聚焦數碼化。圖為黃子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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