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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銀美林：入巿訊號已現

國際配售或提前一天今截飛

海通招股已獲足額認購
市場消息透露，正在招股的內地第二大券商海通證券（06837），其H股國際配售已

獲足額認購，或會提前一日截止配售。另一方面，海通H股在公開發售方面亦反應理想
，未計海通證券子公司的5家券商，雖然僅錄得 「孖展」 額約3035萬港元，但總計而言
已獲足額認購。

本報記者 劉靜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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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華悉售上海寶地套10億
嘉華國際（00173）宣布，向寶鋼悉售所持合資公司上

海寶地置業股權，作價約8.588億元人民幣，折合約10.56億
港元。交易完成後，嘉華國際將獲利3億港元，所得款項淨
額將用作一般營運資金。

上海寶地置業主要於上海及北京從事物業發展及投資業
務，為寶鋼、嘉華國際、三菱與東急於 05 年 1 月成立的中
外合資企業。四方於寶地的持股比例分別為 41.5%、41.5%
、15%及2%。

截至去年底止，寶地資產淨值約11.981億元人民幣，相
當於約14.733億港元。上海東洲資產評估報告顯示，寶地去
年 11 月底止的價值約 20.694 億元人民幣，折合約 25.447 億
港元。

嘉華國際表示，董事會已於昨日與三菱、東急及寶鋼訂
立股權轉讓協議，三方同意向寶鋼出售所持上海寶地置業的
股權。集團表示，現時為出售持有股權獲利的良機，公司將
會調配資源至增長潛力較高的業務。另外，有關三菱及東急
出售各自持有寶地股份權益的條款及條件，則由其個別與寶
鋼商討及協議。

海通證券本周二開始正式招股，據市場消息指，
昨日國際配售和公開發售均已足額。外電引述消息人
士透露，國際配售部分由於已 「夠飛」，或會在本周
四（今日）截止，較原定時間表提前一天，但公司未
有最後決定截止日期。本次為保障上市萬無一失，海
通委聘了規模之大為歷來少見的承銷團，包括 15 家
聯席牽頭經辦人及5家副牽頭經辦人。

策略股東認購額45億
值得注意的是，海通此次國際配售多達 11 名基

礎投資者中，認購達3億美元的私募基金PAG，及認
購 3000 萬美元的凱基證券，不惜借錢下注，兩者都
有一半認購資金，為分別向工銀亞洲和滙豐借 「孖展
」所得，並以認購的海通 H 股作為抵押品。本次海
通承銷團落力招徠，11 名基礎投資者認購共約 5.77
億美元（約 45 億港元），其中包括香港本地公司如凱
基證券和大新金融全資子公司 World Prosper。去年
底，海通證券因市況波動擱置上市，當時僅有2名基
礎投資者，認購約2.2億美元（約17.16億港元）。

據外電報道指，國際配售方面，沒有禁售期的主
要投資者認購額亦多達5億美元。市場消息指，海通
主要投資者包括中投，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國壽和
平保。與中信證券上市時相似，海通證券除有大量基
礎投資者 「護航」外，還要求承銷商同意 「硬包銷」
的條件，即要求承諾購買他們沒能賣出的股票。

至於公開發售方面，其香港子公司及保薦人之一

海通國際，為支持公開發售提供了僅 0.68 厘的超低
息孖展，但就不方便透露借出的孖展額。若不計海通
國際，其他 5 間證券商截至昨日，錄得累計 3035 萬
港元的孖展的認購額，但市場消息指，公開發售6.87
億元認購額，昨日已經足額。

海通A股收10.31元升4.2%
海通證券H股本次招股價介乎10.48港元至11.18

港元，集資最多137.4億港元，是今年以來亞太地區
集資額最高的新股。該股本周二開始招股，國際配售
佔 95%，公開發售則佔 5%，擬本周內定價，本月 27
日掛牌。其 A 股昨日於滬市大升 4.25%，收報 10.31
元人民幣（約12.67港元），遠超H股的招股價範圍
。公開發售將於本周五（20日）截止認購，每手400
股入場費約4517.07元。

中盛資源配售反應不俗
中盛資源（02623）與海通證券同時招股，累計

昨日從 5 間券商共錄得僅 15 萬元孖展，市場消息則
指，國際配售反應不錯，應可順利上市，其上市前投
資者內地Jiuding基金，有意長期持有股份。

協同通信首日上升9%
協同通信（01613）昨首日掛牌，全日高位 0.44

元，低位 0.35 元，收報 0.36 元，較招股價 0.33 元上
升9.09%，不計手續費，一手8000股賺240元。

市場預期本港低息環境將持續，但通脹威脅未除
。東亞聯豐投資昨日宣布，推出亞太區多元收益基金
，主要投資於亞洲高息債、房地產信託及高息股。東
亞聯豐投資市務總監李漢傑預期，基金的初期規模約
3000萬美元，首次派息年利率約7%。

東亞聯豐投資定息投資部主管王有邦表示，基金
初期有75%主要投資於亞洲高息債，將集中於能源及
地產行業的企業債為主；15%為於新加坡、香港、澳
洲及韓國上市公司的高息股；10%為房地產信託。

他表示，雖然內地房地產行業正面對政府的調控

，但認為仍然值得投資。他解釋，行業中仍有理想的
公司，而面對中央調控下，公司可以使用較低的價錢
便可購入相關的資產。他又看好能源板塊，認為印尼
的能源企業債券值得投資，因為周邊新興國家對能源
的需求有增無減。

被問及人民幣匯價走勢，他認為，人民幣無可能
永遠維持高速升值，預期今年人民幣升值幅度將放緩
到1%至2%，但不會出現貶值。

亞太區多元收益基金昨日開始至 5 月 11 日首次
公開發售，分美元及港元單位，入場費為 2000 美元
或 1 萬港元，認購費為最高 5%，管理費用為每年
1.2%，將每月派息。

創益競投美太陽能資產
創益太陽能（02468）公布，其全資附屬 True USA 已

按照密歇根州（南部）東區美國破產法庭於今年 3 月 15 日
提交一封競投傳遞函件及隨附文件予賣方，以參與 Energy
Conversion Devices, Inc （ECD） 及 其 附 屬 公 司 United
Solar Ovonic LLC（USO）若干太陽能業務的資產公開競投
過程。受消息帶動，公司昨天收報0.71元，大升10.937%。

倘公司成功競投，則 True USA 將能夠根據 True USA
將與賣方訂立之一份資產收購協議收購目標資產，並將以公
司內部財務資源撥付。可能收購事項及資產收購協議完成將
取決於美國破產法庭之最終批准而定。

賣方已在密歇根州東區美國破產法庭根據美國法典（破
產法）申請救濟。彼等尋求根據美國破產法第 105、363 及
365節出售賣方之太陽能業務資產，包括目標資產。除非投
標成功中標或為第二最高出價，或按競投者資產收購協議之
終止條款所載，否則投標不得被競投者所撤回，直至出售交
易完成為止。

投標必須隨附佔提呈收購價5%按金，按金將就競投者
違反投標合約所載條款及條件沒收作為損害賠償、如競投者
投標成功及收購事項由競投者完成則用作收購價，否則便會
退還未能成功之競投者。

證監會與美國對沖基金 「亞洲老虎基金」的訴訟
再有新進展，上訴法庭昨日作出裁決，准許將案件移
交終審法院審理，終審法院將審理司法管轄權的問
題。

終審法院須決定，原訟法庭是否擁有司法管轄權
，並按證監會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提起的法律程
序，裁定亞洲老虎基金有否違反若干條例及作出最終
命令，或決定由市場失當行為審裁處或刑事法庭，裁

定有人違反法例。
事源證監會調查時，發現亞洲老虎基金多次涉嫌

內幕交易，包括08年底瑞銀配售中行（03988）股份
前，該基金就曾獲悉配售的詳情，並事先沽空1億股
中行股份，獲利860萬元。另於09年1月中，蘇格蘭
皇家銀行配售中行股份，亞洲老虎基金事前再先行沽
空 2 億股。此外，美銀配售建行（00939）前，亞洲
老虎基金以相當手法事前沽空建行股份，並獲利

2990萬元。
證監會指控亞洲老虎基金及3位高層Bill Hwang

（創始人）、Raymond Park 和 William Tomita 違反
《證券及期貨條例》，並向原訟法庭申請資產凍結令
。不過，原訟法庭判決書指，《證券及期貨條例》只
賦予香港的刑事法庭及市場失當行為審裁處有司法管
轄權，以裁定當事人有否違反該條例，但法院並無司
法權決定亞洲老虎基金有否違反法例。

儘管受挫於高級法院，證監會並未因此轉投市場
失當行為審裁處，在去年9月初就此提起上訴。上訴
法庭今年初判決，證監會將繼續就亞洲老虎基金涉嫌
進行內幕交易及操縱市場的個案，向有關方面提出訴
訟。

證監告老虎基金移交終院

光大國際（00257）行政總裁陳小平昨日於股東
會後對媒體表示，暫未能確認公司執董兼副主席李學
明是否即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的兄長薄熙永，強調
他不參與公司日常運作。他又指，公司業務一切如常
，也未涉及任何調查。他列舉公司業務所在地，公司
暫無任何項目或投資位於重慶和大連等城市。

陳小平表示，市場傳聞與公司日常業務和運作毫
無關係。對於李學明是否薄熙來兄長，他指公司已專
門查詢，短時間內會有結果，但不會刻意安排李學明
露面解釋，需要看他的個人意願。由於人事變動不是
行政總裁職權，他難以預測李學明會否繼續留任職位
。他又指，李學明昨日未能出席在港的股東大會，主
要原因是身體不適，有點 「感冒」，而他前日曾與身

在北京的李學明通電話。
由於有不少投資者查詢，陳小平指，李學明為清

華大學工業自動化系畢業，早前任職於航天科技集團
，03 年由大股東光大集團引薦入董事會擔任執行董
事和副主席至今，主要職責是為公司發展及項目提出
專業、客觀及公正且具建設性意見。同時，李學明為
人低調，由於不是公司負責日常營運的五人管理委員
會成員，故對公司業務全無受影響。

他又表示，公司所有的投資活動嚴格遵守本港及
國內法律執行，根據市場化原則，由董事會集體決定
，並有風險管理，現時所有項目運行穩定。預期光大
集團也會繼續支持公司環保業務。

該股昨日升0.612%，收報3.29元。

美銀美林調查顯示，全球機構投資者4月份現金
水平升至 4.7%，按照相反理論，目前已出現買入股
票訊號。另外，看好中資股的投資者由+26%增至+
28%，但看好港股則由+18%急降至+3%。

美銀美林昨日發布最新一期全球基金經理調查
（FMS），是次於本月5日至12日間，訪問256名投
資者，涉及管理資金達到 7060 億美元（折合約 5.47
萬億港元），其中參與地區性調查的有137人，管理
資金約3170億美元。

是次調查發現，有20%受訪投資者表示沽出股票
、商品，轉而增持現金（上月為10%）；而他們手持
現金水平則由上月的 4.2%，升至 4.7%。美銀美林指

出，按照 「FMS 現金規律」，當投資者持有現金量
達到該水平時，便出現相反理論，即發出 「買入」
訊號。

美銀美林稱，翻查過去 11 次，這個 「買入」訊
號出現後，股票市場有 7 次在之後四個星期，上升
5%至6%，準確度64%。

該行補充稱，現時市場投資氣氛偏向觀望，而
非爆發恐慌情緒，所以當遇到個別國家推出重大刺
激措施，或者外圍經濟出現較強增長動力，股市便
可以大幅走高。

調查又顯示，有+20%受訪者預期全球經濟在未
來12個月會逐步較強（+20%即代表認同轉強的受訪

者減去不認同轉強的多出20%），低於3月份的+28%
。超過50%受訪者估計美國聯儲局會出現QE3（上月
為 45%）；60%受訪者預期歐央行會加碼 QE 措施
（上月為51%）。

看好港股受訪者急跌
另外，美銀美林發現，有+4%受訪者預期中國經

濟在未來12個月轉強，是2010年11月以來，首次出
現正數。中資股繼續是亞太區投資者的至愛，有+
28%受訪者表示會 「增持」中資股（上月為26%）。
香港股票受歡迎程度則急跌，由三月份的+18%，降
至+3%。

博士蛙被剔出指數成份股
恒生指數公司宣布，由於博士蛙（01698）自今年 3 月

15 日起停牌及至今仍未復牌，故決定將該股份從恒生環球
綜合指數與恒生綜合指數中剔除，將於 4 月 30 日起生效。
經變動後，恒生環球綜合指數的成份股數目，將由388隻減
少至387隻，而恒生綜合指數成份股數目，亦由372隻降至
371隻。

山水水泥籌措美元債券
山水水泥（00691）正籌措5年期美元債券，息率10.5%

至 10.75%，獲得資金主要用於償還現有債務。山水水泥現
時負債9.4億美元，包括一筆2016年5月份到期的4億美元
債券，息率為9.93%。

雅居樂首季銷售額63億
雅居樂（03383）昨日公布今年首季銷售數據。2012 年 1

至3月，集團錄得合約銷售金額約63.9億元（人民幣，下同
），合約銷售面積約 52.2 萬平方米，合約銷售均價約為每
平方米人民幣1.22萬元。雅居樂於3月21日以總代價約2.7
億元，取得海南省文昌市四幅住宅地塊以及一幅酒店用地。

奧園首季銷售額增44%
奧園地產（03883）昨日宣布，今年首三個月，集團錄

得未經審核合同銷售金額約 9.05 億元人民幣，合同銷售建
築面積約11.3萬平方米，同比分別增長約44%及38%。商業
物業的銷售佔期內總合同銷售金額約42%，所有物業每平方
米的平均銷售價，則維持於去年同期相若水平。

PCESA獲金管局發銀行牌照
金管局宣布，金融管理專員已根據《銀行業條例》，向

Pictet & Cie （Europe）S.A.（簡稱PCESA）發出銀行牌照
，該牌照於2012年4月18日生效。繼PCESA獲發給銀行牌
照後，本港持牌銀行數目增至154間。當局指，PCESA於盧
森堡註冊，為Pictet & Cie的附屬銀行。

資料顯示，Pictet & Cie於1805年在瑞士日內瓦成立，
現為瑞士最大私人銀行之一，在英國、法國、新加坡、日本
、台灣及香港等多個地方均設有辦事處，提供私人財富管理
、企業資產管理、投資基金等服務。截至去年底，該行管理
及託管的資產總值高達3590億美元，折合約2.8萬億港元。

小經紀份額返半年前低位
港交所（00388）公布3月份參與者市場佔有率報告，A

組經紀（第1至14名）合計佔整體份額為58.06%，較2月份
的 55.83%上升 2.23 個百分點，其中排名首位的經紀，其交
易金額佔整體市場份額為 6.81%，較對上一個月的 7.01%，
下降0.2個百分點。

期內，B組經紀（第15至65名）總佔比由33.33%，下
降至32.17%，而C組經紀（第65名以後）合計份額，亦由
10.84%，減少至9.77%，重返去年11月以來低位。

友誠擬聘亞太區總監
英國友誠保險母公司Friends Life國際業務行政總裁尹

德偉昨日表示，公司業務來自歐洲及國際市場各佔一半，而
國際業務當中，一半來自亞洲及中東地區。他認為，英國保
險市場已經成熟，未來增長持平，公司計劃加大力度拓展亞
洲區市場，並料亞洲人壽業務今年有低雙位數增長。他透露
，公司現正計劃聘請亞太區總監，駐守香港。

尹德衛表示，公司將會任命一名亞太區總監，集中管理
香港新加坡及迪拜等亞太地區的業務，並指公司會調配更多
更有經驗的行政人員到香港，以繼續拓展亞洲地區的業務。

他坦言，公司亦打算拓展中國市場，但指具一定難度，
因要取得合適牌照。現時公司亦有推出美元與人民幣掛鈎的
產品及對沖產品，未來會積極物色機會推出更多人民幣產
品。

光大國際：未涉任何調查

▲左起：光大國際財務總監黃錦聰、行政總裁陳
小平、總經理黃天義

▲海通委聘了規模龐大的承銷團，包括15家聯席
牽頭經辦人及5家副牽頭經辦人，承銷團並落力
招徠，吸引11名基礎投資者認購共45億港元的
股份

◀東亞聯豐投資定息投資部主管王有邦

東亞聯豐推亞太多元基金

■豪客半億掃天晉兩伙 B2

■英特爾IBM銷售放緩 B3

■港樓市難復當年勇 B4

■A股創逾兩月最大漲幅 B6

■國企首季利潤跌近一成 B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