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請酒牌續期啟事
印尼餐廳1968

現特通告：蔣翹光其地址為香港
北角雲景道 46 號萬德閣 B 座 3 樓
B3 室，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香港
皇后大道中139號The L Place 5樓
印尼餐廳 1968 的酒牌續期。凡反
對是項申請者，請於此公告登報
之日起十四天內，將已簽署及申
明理由之反對書，寄交香港灣仔
軒尼詩道 225 號駱克道市政大廈 8
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12年10月17日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Indonesian Restaurant 1968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Alexander Chang
of B3, 3/F., Block B, Maiden Court, 46
Cloud View Road, North Point, Hong Kong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Indonesian Restaurant 1968 at 5/F., The L.
Place, 139 Queen's Road Central, H.K. Any
person who knows any reason why this
renewal should not be granted should send a
written and signed statement of the facts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8/F,
Lockhart Road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225 Hennessy Road, Wanchai, Hong Kong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17-10-2012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天河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12）穗天法民一初字第1314號

THI THU LANLE：
本院受理原告莫賢訴你離婚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
法》第八十四條的規定，向你公告送達民事
訴狀副本、證據副本、訴訟須知、應訴通知
書、舉證通知書及開庭傳票等。本公告自發
出之日起，經過六個月即視為送達。提出答
辯狀的期限和舉證期限為公告送達期滿後的
三十日。本院定於2013年5月30日14時30分
在本院第十六法庭對本案公開開庭審理。逾
期不到庭，本院將依法缺席判決。

特此公告。
廣州市天河區人民法院
二○一二年十月十日

中石化：與中燃合作屬小交易

聚焦製藥業務 併購高毛利公司

復星配售首天超購一倍
捲土重來再次招股的復星醫藥（02196

），今日起將開始招股，集資最多52.9億元
。據昨晚市場消息，在正式路演第一日（即
昨日），國際配售已經錄得超額認購約一倍
，相關投行人士表示，醫藥板塊的新股可望
以其防守性吸引投資者 「入飛」 ，不過以近
兩年本港上市的醫藥股來看，累積表現仍然
差強人意。

本報記者 劉靜遠

■廣藥資產重組申請獲受理

簡訊

二〇一二年十月十七日 星期三B2經濟責任編輯：孫紹豪

近年上市醫藥股表現
公司

上海醫藥（02607）
泰凌醫藥（01011）
金活醫藥（01110）
四環醫藥（00460）

上市日期
2011/05/20
2011/04/20
2010/11/25
2010/10/28

招股價
23.000
4.540
1.600
4.600

首日表現
0.00%

-15.86%
+28.13%
+25.44%

累積表現
-33.04%
-84.58%
-21.25%
-33.70%

據內地《深圳新聞網》報道，由零售龍頭迪生創建
（00113）持有的位於深圳福田的西武百貨已於上月結
束營業，意味着西武百貨在內地市場已全線失守。公司
昨天收報4.1元，上升0.985%。

報道稱，西武百貨福田店位於深圳新城市廣場，租
賃合同已於 2012 年 9 月 30 日提前終止。西武百貨已確
定撤離深圳市場，深圳公司已向工商部門提出註銷申請
，目前大部分工作人員已經離職，只留下兩三個人處理
後續工作。

「奢侈品大牌收回代理權已成趨勢，LV、Gucci等
大牌在很多城市開設的都是直營店。」一家奢侈品商場
負責人對媒體表示，直營店可使奢侈品企業直接分享中
國市場每年井噴的銷售增長，同時享受低成本擴張的優
惠。隨着奢侈品品牌的代理制轉型，西武百貨的品牌優
勢便逐漸弱化，並面臨更多的敵手。

傳迪生深圳西武百貨結業

周大福（01929）董事總經理黃紹基出席電台節目
後表示，本港黃金周銷售情況與大市一致，集團零售表
現放緩。他並無透露具體數字，但認為金價上升是拖累
銷量下跌的原因之一。周大福昨天收報 9.58 元，下跌
0.828%。

黃紹基指出，定價在 20 萬元以上的單價產品銷售
跌幅最大，相信是由於經濟前景不明朗，消費者購買高
價產品時轉趨審慎。但價位較低，介乎1萬元至5萬元
的產品則略有增長。珠寶首飾方面，寶石及鑽石產品銷
售則保持平穩。他指下半年（12月至明年3月）因節慶
日多，屬傳統旺季，料較上半年表現為佳。

黃紹基預計，受外圍因素影響，金價將在 1800 美
元至 2000 美元水平徘徊，公司有 85 至 90%黃金有進行
對沖。但美國推出第三輪量化寬鬆措施（QE3），會否
令資金流入金市，仍要觀察一段時間才能作出評估。

中糧包裝（00906）宣布，以先舊後新方式配售
1.66 億股份，佔擴大後股本的 16.7%，每股作價為 5.51
元，較上日收市價 5.74 元折讓 4%，集資 9.1466 億元。
中銀國際、渣打及高盛為是次配售代理。股價昨日急跌
近3.5%，收報5.54元，略高於配股價水平。

公司表示，該款項淨額為 9.04 億元，擬投資於可
能於廣州興建之兩片飲料罐生產設施，包括生產場地之
土地使用費以及安裝兩條生產線和建設生產設施、辦公
室物業、一幢宿舍樓及附屬設施之成本；用於在現有杭
州生產設施安裝新單片飲料罐生產線；及用作一般營運
資金。完成後，中糧集團持股由72.29%降至60.24%。

中糧包裝折讓4%配股籌9億

接近基金界消息人士指，日前康師傅（00322）的
機構投資者，配售舊股抽水逾9億元的計劃經已拉倒。
至於會否重新試盤則尚未有資料。

據日前發出的銷售文件，康師傅遭機構性投資者配
售 3826.58 萬股舊股，每股配售價 23.75 元至 24 元，涉
及套約9.088億元至9.18億元，配售價較上日收市折讓
1.03%至2.06%。

法巴維持康師傅 「減持」評級，目標價 14.9 元。
報告指，內地食品及飲料公司的合理估值，為 EV/
EBITDA（企業價值除以息稅折舊前利潤）介乎9至13
倍，而康師傅已高達 17.4 倍，故康師傅估值不吸引，
建議投資者換馬至蒙牛（02319）或華創（00291），並
給予 「買入」評級，目標價分別為25.9及25.5元。

投資者配售康師傅告吹

中燃氣（00384）成功化解新奧能源（02688）的
敵意狙擊，並獲得中石化（00386）垂青合作拓展業務
；然而，被視為贏家的中燃氣，股價卻逆市跌4%，而
德銀揶揄中燃氣過往曾與其他公司有戰略合作，但最
終未見重大投資計劃。中石化董事長傅成玉稱，合作
細節有待討論。至於被視為輸家的新奧，獲惠譽剔除
於 「負面觀察」之內，股價升近3%。

對於中燃氣成功抵禦新奧的狙擊，與中石化成立

合作關係，未來資產認為，中燃氣與中石化訂立戰略
合作框架協議，對中燃氣有正面作用，例如可助中燃
氣加強液化石油氣供應及銷售，及可以利用和中石化
迅速地拓展其車用加氣市場。

Jefferies更認為，中燃氣與中石化的合作，可以令
到中燃氣通過中石化提煉業務，達致垂直整合的目標
和降低燃料價格風險。同時合作協議的潛力商機龐大
，將刺激中燃氣股價向上。

證券界並非一面倒對中燃氣看高一線。德銀稱，
中燃氣與中石化建立合作關係並沒有太大驚喜，因為
中燃氣過往與崑崙能源（00135）、阿曼石油及湖北省

天然氣等都有類似戰略合作，可是至今仍未見到有大
型投資計劃。

大華繼顯表示，兩間公司的戰略合作協議仍然處
於初步階段，尚有許多不確定性因素。高盛亦指出，
雙方業務能否產生協同效應，仍有待觀察。

中石化：合作增內地供應渠道
中石化對於今次合作關係亦未見十分重視。中石

化董事長傅成玉昨日在北京出席股東會時表示，與中
燃氣建立戰略合作，相信不會對中石化有實質盈利影
響，僅會增加在內地的供應渠道。他又稱，詳細合作
層面仍有待雙方磋商。中石化董事會秘書黃文生則稱
，今次協議對中石化來說，只是一筆小交易。

中燃氣與中石化合作關係未獲投資者看好，中燃
氣股價昨日最多跌 5.3%，低見 4.07 元，收市時報 4.12
元，跌4.1%；股份沽空金額由停牌前23萬元，急增至
昨日的1350萬元。瑞銀認為中燃氣股價短期內仍然受
壓，但下跌空間有限。

被中石化捨棄的新奧，股價反而上升，漲2.8%，
收報32.75元。惠譽把新奧由 「負面觀察」名單剔除，
給予前景 「正面」評級。惠譽稱，收購中燃氣計劃，
將會對新奧帶來沉重債務負擔，削弱其評級。撤銷收
購計劃，可以讓新奧繼續改善業務及財政質素。

大行看法分歧 協議實效成疑
廣州藥業（00874）公布，於今年10月15日收到中

國證監會出具的《中國證監會行政許可申請受理通知書
》，中證監對廣藥重大資產重組行政許可申請材料進行
了審查，認為該申請材料齊全，符合法定形式，決定對
該行政許可申請予以受理。公告表示，是次重大資產重
組事項能否獲得中證監核准仍存在不確定性，故提醒投
資者注意投資風險。廣藥董事會將根據中證監審批的進
展情況，及時履行信息披露義務。

華電國際（01071）公布，今年首三季度發電量為
1.1651 億兆瓦時，同比增長約 4.34%；上網電量為
1.0886億兆瓦時，同比增長4.39%。發電量增長的主要
原因是集團新投產機組的電量貢獻。

■華電首三季發電量升4%

中國聯通（00762）旗下中國聯合網絡通信公告稱
，將於下周二（23日）以簿記建檔方式，發行150億元
人民幣短期融資券，期限一年。

■聯通下周發150億人幣融資券

利君國際（02005）公
布，截至今年 9 月底止 9 個
月未經核數師審閱營業額為
17.76億元，按年增長16.1%
；毛利率由上年同期的43%
微跌至 42.8%。公司昨天收
報2.01元，上升0.5%。

靜脈輸液業務方面，今
年首9個月的營業額按年增
加約 35.5%至 10.15 億元，
毛 利 率 為 43.5% 。 其 中 非
PVC 軟袋輸液銷售 4.18 億
元 ， 佔 靜 脈 輸 液 總 銷 售
44.8%，按年增加 59.7%；
PP 塑瓶輸液銷售 3.42 億元
，佔靜脈輸液總銷售 36.7%
，按年增加19.0%。

抗生素成藥及非抗生素
成藥業務方面，期內營業額
分別按年同期減少約 9.5%
至 3.92 億元及增加約 6.4%
至 3.69 億 元 ， 毛 利 率 為
41.9% ； 其 中 利 君 沙 銷 售
2.15億元，按年減少7.7%；

派奇銷售 9706 萬元，按年增加
7.8%；多貝斯銷售 5786 萬元，按
年增加 1.1%；利喜定銷售 2638 萬元
，較2011年同期增加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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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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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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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大福黃金周銷售放緩

擬以配售形式掛牌的天馬娛樂（08039）昨日宣布
，公司延遲配售預期時間表，以讓有意投資者更具時
間評估配售及作出彼等的投資決策，定價日由原10月
16日延至10月24日，公司將於10月30日公布配售的
最終結果，股份上市日期也由原定的 10 月 24 日延至
10月31日上市。

天馬娛樂由電影人黃百鳴任主席兼執行董事，其
女兒黃漪鈞及兒子黃子桓均為公司的執行董事，完成
配售後，天馬娛樂的控股公司榮恩持有 75%，而榮恩
分別由黃百鳴、黃漪鈞及黃子桓持有，持股比例分別
為 60%、20%及 20%。公司亦公布兩年前預付 4800 萬
予某男藝人包拍9部電影，市傳該藝人為古天樂。

復星醫藥早於 1998 年已在內地 A 股上市，相對於
其他全新股，仍有一定往績可尋。而昨日公司的投資者
推介會上， 「民企之父」兼 「打黑英雄」張化橋亦有現
身，惟未有接受記者詢問。張化橋在其新書《避開股市
的地雷》中仍然奉勸投資者不要抽新股，形容這是 「熱
鬧一場空歡喜」，不知在他心目中，復星醫藥是否並非
尋常意義的新股？而據了解，張化橋昨日是以復星醫藥
母公司復星國際（00656）的獨立非執行董事身份參加
會議。

據市場消息，投資於復星醫藥 H 股的基金，包括
長線基金和主權基金。公司現時持有 11 家內地、本港
和美國上市公司股權，包括國藥（01099）32%股權，
以其過去幾年的業績來看，一直不斷透過收購不同公司
股權增加盈利，其投資眼光非常獨到，使得過去三年公
司毛利率不斷提升，不過有分析質疑公司營運模式是否
更接近投資基金。

集資額近半作收購
復星醫藥董事長陳啟宇昨日在記者會上表示，集團

未來仍然會聚焦主業製藥業務，併購方面也會以高毛利
的製藥業務為主，對保持集團的盈利水平很有信心。集
團此次發H股集資，有48%將用於收購製藥、醫藥分銷
及零售、醫療服務及診斷產品及醫療器械領域的收購合
併，陳啟宇表示暫無明確的收購對象，不過會專注完善
產品線，即製藥業務。

復星此次招股價介乎11.8元至13.68元，以招股價
下限計，相當於2012年和2013年市盈率分別為14.5倍
和12.1倍。每手500股，入場費約6909元，若計及15%
超額配股權，集資最多52.9億元，集資所得48%用於收
購，23%用於償還債務，19%用於研發，其餘用作補充
集團的營運資金。

不便評論市場氣氛
股份將於今日至下星期一（22 日）招股，本月 30

日掛牌，聯席保薦人為瑞銀、中金、摩根大通及德銀。

被問及是否擔心上市首日 「潛水」，首席財務官喬志城
表示，對於市場氣氛不便評論，也對公司業務充滿信心
。而且在定價方面，相對於A股有一定折讓，相信可吸
引投資者。

復星A股表現標青
集團截至六月底，半年純利 8.58 億（人民幣，下

同），按年跌13.1%，期內收入34.64億，按年升12.6%
，毛利率約44.1%，按年升約十個百分點，而製藥分部
收入 21.76 億元，毛利率達 54.1%。雖然醫藥板塊新股
近年表現差強人意，不過復星醫藥A股今年表現標青，
逆市累漲約27.87%，昨日收市價10.92元。而本港幾隻
大型醫藥股龍頭國藥控股、上海醫藥及中國生物製藥
（01177），今年股價升幅也均超過兩成。

▲復星管理層，左起執行董事、副
董事長及總經理姚方，執行董事兼
董事長陳啟宇，非執行董事汪群斌
及高級副總經理、董事會秘書兼首
席財務官喬志城

天馬娛樂推遲配售至下周

▲中燃氣成功化解新奧能源的敵意狙擊'，股價卻
逆市跌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