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傳大股東挪用50億炒房地產

九新股招股抽水120億

雨潤狂插14% 4年新低
遭負面消息纏擾的雨潤食品（01068），又再掀起民企風暴，繼

日前被指遼寧生豬屠宰場產能過剩，昨日又傳出大股東祝義材，涉嫌
挪用50億元人民幣，投資房地產開發，觸發企業管治危機，消息拖
累雨潤股價狂插14%，創4年新低。同時，港股在期指結算日高開低
收，險守19000點關口，恒指收報19025點，跌151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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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燃氣（00384）昨公布，截至 3 月底止年度業績，
年度收入189.34億元，按年增19.4%。錄得純利9.54億元，
增長 52.4%，每股盈利 21.76 仙，末期息 3.92 仙。公司聯席
董事總經理梁永昌表示，公司今年資本開支為12億元，較
去年的14至15億元有所減少，有關費用包括預期今年內將
可完成收購百江氣體餘下51%股權費用。公司昨收3.81元，
跌1.55%。

北控再增持晉身大股東
目前集團為超過700萬家庭用戶及超過4萬戶工商業用

戶提供管道天然氣服務。未來 5 年，集團目標為超過 1200
萬戶提供天然氣及超過 3000 萬戶提供液化天然氣，服務人
群達 1.5 億以上。梁永昌表示，今年派息比例由去年 13.5%
提升至18%，當時機成熟，未來的派息比例將不低於30%。

另邊廂，據證監會最新資料顯示，北京控股（00392）
母公司北京控股集團昨天透過花旗環球金融亞洲，斥逾5億
元大手買入中國燃氣股份，令持股量增至17.959%，超越英
國富地石油，成為公司最大股東。梁永昌回應，北控是獨立
的投資者，增持公司股份是市場行為，目前未有與北控有接
觸。 「誰買我們的股票我們也控制不了，公司會以平常心做
好業務。」他說。

中燃賺近10億增52%

七一臨近，九隻新股均會於今日
招股，齊齊贈興，但若要全部完成
「抽水」大計，不可避免會有一場混

戰。由於這些新股都會在 7 月中上旬
掛牌，合計集資總額達 120.06 億元，
到時港交所一周完成的集資額，已超

過上半年總集資額的三分之一。
九隻新股中最 「重磅」的是來自

內蒙古鄂爾多斯市的伊泰煤炭（03948
），該股也是首隻內地 B 股赴港掛牌
，集資額最多86.21億元。該股擬明日
起招股，已獲七大基礎投資者認購達
3.887 億美元（約 30.3186 億港元），
其中包括大唐（00991）認購 1 億美元
，亦有鄂爾多斯市萬正建設和內蒙古
滿世投資亦分別認購 5 億元人民幣。
公司預測今年上半年純利不少於30.95
億人民幣，今明兩年派息比率不少於
30%，保薦人為中金及中銀國際。

伊泰煤炭獲認講30億元
「豬肉股」普甜（01699）昨日起

捲土重來再招股，招股價為0.7至0.98
元，較上次招股時減價最多約35.9%。
該股預期於 7 月 13 日掛牌，保薦人為
信達國際融資。同樣再次尋求上市的
有韓國金屬部件供應商飛穎（01167）
，招股價為每股 0.68 至 0.98 元，預期
於 7 月 12 日掛牌，保薦人為中國光大
融資。另一家重啟招股的是內地4S 汽
車經銷商永達汽車（03669），此次招
股價定為 6.6 元，集資規模 16.73 億元
較上次縮減29.5%至50.39%，亦擬7月
12日掛牌，保薦人為瑞銀及滙豐。

至於首次登場的有從事高檔家紡
面料的銀士來（01616），也將於今日

起招股，7 月 12 日掛牌，招股價為每
股介乎 1.1 至 1.3 元，保薦人為瑞穗證
券。從事煙盒包裝的順泰控股（01335
）同於今日起招股，招股價介乎 1.08
元至 1.68 元，擬於 13 日掛牌，保薦人
為海通國際。據市場消息指，該股配
售已錄得超購，另獲基礎投資者星語
國際認購 1000 萬元。內地第二大陶瓷
衛浴潔具用品生產商航標衛浴（01190
）也擬今日起招股，招股價介乎1.8至
2.4元，7月13日掛牌，保薦人為建銀
國際。昨日新加入戰團有中渝置地
（01224）分拆的確利達國際（01332
），招股價 1.59 元，相當於歷史市盈
率6倍，7月12日掛牌，保薦人為海通
國際。

此外，中國有色礦業（01258）將
於今日掛牌，昨日宣布其發售價定為
每股2.2元，為接近招股範圍2.1至2.8
元的下限定價，集資淨額 18.2 億元。
該股昨日於耀才暗盤錄得以2.2元成交
，其公開發售僅獲認購 4.9%，一手中
籤率為100%。

美麗家園（01237）昨截止公開發
售，市場消息指，其公開發售和國際
配售均已足額。

華電福新（00816）昨首日掛牌，
全日收報 1.73 元，較招股價 1.65 元升
4.85%，不計手續費，一手 2000 股賺
160元。

內地《網易財經》引述一個名為
「歲寒知松柏」的投資者發表文章，質

疑按照雨潤現時預付的土地租賃款及財
務報表，大股東祝義材旗下雨潤集團有
可能挪用上市公司的資金，涉及數額高
達50億元人民幣，約相等於公司市值的
一半。

重申財政狀況健全
雨潤股價應聲下挫，尾市跌至 6.39

元 略 為 喘 定 ， 收 報 6.51 元 ， 跌 幅 達
12.7%，沽空金額較上日急增近 4 倍至
2450 萬元，續佔大市沽空金額超過 10%
。雨潤回應指，對於內地博客對集團的
財務數據作出毫無根據的猜測，以及不
實的評論，集團將保留法律追究權利，
又強調一直遵守上市公司法規處理關連
交易，重申財政狀況健全。

申銀萬國發表報告指，市場已擔心
雨潤的治理問題，包括大量現金存款同
時伴隨高額貸款、低利息收入，歷史上
的高毛利率，以及低屠宰產能利用率。

中央在 「七一回歸」前送大禮，港
股昨日開市升逾百點，觸及 19305 點全
日高位，惟隨後缺乏承接導致升幅收窄
，午後更傳來歐盟峰會或未能達成協議
，拖累美股道指期貨早段回落，上證綜
指一度失守2200點心理關口，港股收市
倒跌 151 點或 0.8%，險守 19000 點關口
，報 19025 點；國企指數跌 124 點或
1.3%，報9336點，大市成交約419億元。

海通國際證券環球投資策略董事潘
鐵珊估計，下半年港股在 18000 點至
22000 點區間波動，面對資金流走，建
議投資者宜避開能源及資源股，包括煤
炭、貴金屬及石化股等。他提到，國務
院審批養老金試點，既符合國策，亦利
好中資保險股，內房股亦可看高一線。

花旗香港投資策略及研究部主管張
敏華表示，現時港股巿盈率為 9.9 倍，
較長期平均值12.7 倍存有折讓，不過該
行已下調恒指今年底目標價至 20300 點
，當中較看好內房股及水泥股，主要受
惠內地減息令銀根鬆綁，惟看淡內銀股。

水泥股沽壓沉重
水泥股昨日沽壓沉重，發盈警的華

潤水泥（01313）挫 5.5%，報 4.45 元；
環渤海煤價急跌拖累相關股份，中煤
能源跌近3%報6.09元，是表現最差藍籌
股。

重磅股滙控（00005）偏弱，低見
68.05 元，收市跌 0.4%至 68.15 元。中移
動（00941）先升後跌，尾市見82.9元低
位，收市跌近1%至83.15元。

至於本地股份方面，瑞銀財富管理
投資總監研究部香港主管何偉華認為，
本地地產股已反映樓價下半年將有5%跌
幅，相關股份現價估值偏低，具有投資
價值。他續說，看好涉足人民幣業務的
本地銀行股，亦建議留意負債較低、抵
抗外圍影響力較強的本地綜合企業股。

今年4月份才發盈喜的現代美容（00919）公布，截3月
底止全年度純利跌 7.91%至 8215.1 萬元，每股盈利 11.19 仙
，末期息則由 2.88 仙增至 4.25 仙。不過增加派息亦未能阻
擋股價急跌，收市報 0.95 元，狂跌 23.39%，成為全日跌幅
最大的股份，成交440萬元。公司被質疑發盈喜是否欺騙股
東和投資者，主席曾裕回應稱，發盈喜是按會計師的建議所
作出的決定，並不涉及誠信問題。

本港瘦身美容業幾乎飽和，行業均紛紛轉攻內地市場。
同於昨日公布業績的必瘦站（01830）指出，目標於2015年
在內地開設 150 間分店，較現時的 50 間增加兩倍，今年率
先投入1900萬元資金。反之香港分店則維持10間，有關資
本開支相對較少，只有700萬元。公司表示，去年度整體營
運利潤率為23%，當中內地的營運利潤率已達30%，故未來
將主攻內地市場。

現代美容純利8215萬跌7%

中國水務（00855）（簡稱：水務）昨公布截至 3 月底
止年度業績，收益升 28%至 18.97 億元，毛利升 32%至 8.35
億元；純利跌25%至3.15億元。每股盈利21.03仙，維持派
末期息3仙。該公司主席段傳良表示，預計今年旗下在多個
城市可以上調20%水價，以利於今個財政年度發展。該公司
昨收1.85元，下跌1.596%。

期內，水務分部的收入總額16.31億元，佔收入總額約
86%。其中，公司城市供水經營及建設業務收入為 15.84 億
元，較去年同期增長46.2%。水務分部溢利總額為5.91億元
，較去年同期大幅增長51.8%。

水務全年賺3億跌25%

隨着 「家電下鄉」政策逐步淡出
，中央為延續對行業的扶持，推出節
能家電補貼，創維數碼（00751）目標
今年彩電產品銷售量達1000萬台，按
年增幅8%。行政總裁楊東文表示，配
合節能家電補貼細節陸續出台，以及
推出新產品，預期有助拉動集團的銷
售。

創維截至 3 月底止財年，電視機
總銷量增長16%至925萬台，綜合產品
售價為每台3121港元，上升5%。今個

財年目標銷售千萬台，包括中國佔760
萬台，海外市場佔 240 萬台。其中，
雲電視目標銷售200萬台。

集團首席財務官梁子正表示，4至
5月份的銷售增幅超越預期，有信心全
年可完成銷售目標。他提到，今個財
年資本開支預算約為 8 億元，主要將
用於廠房建設及機器採購等方面。

另外，楊東文指出，由於受節能
補貼消息影響銷售，以及清理舊產品
，故在4至5月傳統銷售淡季，內地電

視銷售平均單價錄得下跌，預料下半
年有新型號產品推出市場，電視平均
單價將得到改善。

他續說，對行業前景審慎樂觀，
雖然中國經濟增長放緩，消費程度被
壓抑，但內地市場面臨電視機更新換
代，加上建設保障性住房有助帶動家
電需求。

創維昨日股價先升後回，早段見
3.62元高位，收報3.49元，無升跌。

創維目標售千萬台電視

儘管近期港股成交持續萎縮，無論對證券經紀還是輪證
發行商均有影響，不過東亞銀行（00023）繼去年首次發行
窩輪後，再下一城，踏足牛熊證市場。由該行發行港交東亞
牛證（63925）及神華東亞牛證（63926）昨日上市，成為首
家發行牛熊證的本地銀行。

東亞銀行副行政總裁兼投資總監李繼昌表示，自從
2011年1月首次發行窩輪後，該行深信是次發行牛熊證可進
一步增加非利息收入。他表示，初期將集中於發行市值相對
較大的股票牛熊證，並提供具競爭力的買賣差價。

資料顯示，目前本港共有11間牛熊證發行商，全部均
為外資發行商，瑞銀及瑞信各發行逾700隻牛熊證，法興則
以發行420隻排行第三。

法興證券環球股票產品部董事李錦表示，上半年本港牛
熊證市場日均佔大市成交額約13%至14%，相信可額外容納
1至2個新發行商，又認為有新發行商加入是好事。不過他
提到，投資者在現市況的投資意欲較低，即使有新的牛熊證
發行商加入，未必意味市場可擴闊。

市場所見，中央宣布七一 「送大禮」後，港股日前短暫
升逾200點後缺乏承接，不少投資者已急急撤離牛證。據最
新資料顯示，牛證街貨量減近 10%至 18 億份，其中貼價恒
指牛證，即 18000 點至 19000 點減少幅度最大，高達 12%，
惟該區街貨量仍然多達13.3億份。

雖然有人 「漏夜趕科場」，但亦有發行商早已 「辭官歸
故里」，荷蘭合作銀行正逐步淡出牛熊證市場，該行在
2009年以來一直參與牛熊證市場，到2010年高峰期，不少
新的發行商加入，導致競爭激烈 「無肉食」。荷蘭合作銀行
股票衍生品董事黃集恩指出，牛熊證發行量一般較多，在發
行費用及交易成本增加下，扣除成本而又能盈虧平衡的發行
商，為數可能不多。他續說，市場競爭有增無減，該行目前
餘下不足10隻牛熊證，未來將逐漸淡出牛熊證市場。

飛穎集團（01167）今日起招股，
計劃發售3億股股份，其中10%為公開
發售，90%為國家配售。招股價介乎
0.68 元至 0.98 元，每手 4000 股，入場
費為 3959.51 元。今次集資額介乎 2.04
億至 2.94 億元，若以招股價中位數計
算，集資淨額約 1.67 億元，其中逾五
成（50.7%）用於購買額外設備，擴
充無錫及廣州的現有生產設備，為現
有設備升級及改善現有生產線的自動系
統。

另外，餘下的25.1%用作支付部分
收購富美斯廣州的代價餘額；12%用於

廣州收購土地使用權，興建礦外生產設
施；9.2%用作營運資金；3%用作提升
研發能力。

公司於招股書內，預測今年上半年
會錄得溢利 7750 萬元人民幣（9300 萬
港元），主席洪性天昨日於記者會上表
示，目前已知道前5個月數據，因此有
信心實現該溢利預測。他並指出，該預
測數據比較保守。

市場消息指，公司在香港、台灣、
亞洲及新加坡等地區路演後，獲得不錯
的反應，其中以台灣及新加坡基金的反
應較為正面。

飛穎今起招股飛穎今起招股39593959元入場元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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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董事總經
理余劍豪

■滙控售兩印投資股權套33億
滙豐控股（00005）公布，旗下間接全資附屬 HSBC

Iris Investments部門已經出售兩項於印度的非核心投資股權
。該公司指，出售 Axis Bank Limited 的 4.73%股權，以及
Yes Bank Limited 的 4.74%股權，分別涉 188 億印度盧比及
55億印度盧比，涉共243億印度盧比（約33.1億港元）。

■六福全年銷售料增單位數
六福集團（00590）行政總裁黃偉常表示，面對環球經

濟前景不明朗，加上銷售基數較大，今年首季（4月至6月
）同店銷售錄得單位數增長，保守估計全年同店銷售增長亦
為單位數。

新股集資額一覽表 （單位：港元）

股份
伊泰煤炭（03948）
確利達國際（01332）

普甜（01699）
飛穎（01167）

永達汽車（03669）
銀士來（01616）
順泰控股（01335）
航標衛浴（01190）
萬國（03939）

集資額
69.95-86.21億

0.2286億
1.4-1.96億元
2.04-2.94億元
16.73億元

1.77億-2.12億元
1.08億-1.68億元
3.78-5.04億元
2.63-3.15億元

每手
100股
2000股
4000股
4000股
500股
2000股
2000股
2000股
2000股

入場費
5353.43元
3212.06元
3959.52元
3959.51元
3333.26元
2666.61元
2181.77元
4848.38元
4242.34元

▶▶港股在期指結港股在期指結
算日高開低收，算日高開低收，
險守險守1900019000點關點關
口，恒指收報口，恒指收報
1902519025 點 ， 跌點 ， 跌
151151點點

東亞涉足牛熊證市場

水泥建材股沽壓沉重
（單位．港元）

股份

華潤水泥（01313）

西部水泥（02233）

中國建材（03323）

中材（01893）

金隅（02009）

中國建築（03311）

東吳水泥（00695）

海螺水泥（00914）

收市價

4.45

1.42

8.27

2.42

5.57

7.23

1.36

20.6

升/跌

-5.5%

-5.3%

-5.2%

-4.0%

-3.8%

-3.1%

-2.9%

-2.6%

▲東亞銀行繼去年首次發行窩輪後，再下一城，踏足牛
熊證市場

▲創維數碼執行主席張學斌
本報攝

▼九隻新股均會於今日▼九隻新股均會於今日
招股，合計集資總額達招股，合計集資總額達
120.06120.06億元億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