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臨近年尾，多間企業趕搭尾班車上市集資，
其間從事煉油石化項目工程服務的惠生工程
（02236）昨日宣布計劃發行新股募集近17億元
。對於上半年盈利急跌99%，公司高級副總裁崔
穎指出，由於政府審批進度緩慢，個別大宗合同
在六月份才簽訂，導致期內收入大幅下跌。

惠生是目前內地最大私營化工 EPC（設計
、採購及施工管理）服務供應商，業務面涵蓋石
化、煉油及煤化工項目。惠生是次計劃全球發售
6 億股，其中 4.8 億股為新股，餘下為現有股份
，集資最多16.9億元。於09年至2011年度，惠
生股東應佔溢利由 2.06 億元人民幣，增至 5.18
億元人民幣，複合增長率為58.45%。

然而，惠生今年上半年股東應佔溢利大幅倒
退超過 99%，至只有約 30 萬元人民幣。崔穎回
應稱，一方面因上半年多雨天氣，影響工程進度
；另方面又因政府部門審批項目需時較預期多，
個別項目要到六月份才能簽訂合同，令到該公司

未能在上半年把工程首期款項入帳。
惠生董事長華邦嵩補充稱，該公司首六個月新簽合同價

值多達186億元人民幣（去年全年為124億元人民幣），令
到截至六月底止未完成合同量增至292億元人民幣；該批合
同款項將會在未來兩、三年陸續入帳。崔穎承認，內地市場
工程訂單量相對波動，惠生 2010 年新合同量只有 6.76 億元
，按年下跌90%，而今年上半年新合同量卻高於去年全年總
數；故此，公司管理層希望通過開拓國際市場，應對訂單波
動性問題。

另外，中國機械設備工程（01829）在招股第二日，孖
展認購情況略有升溫。據匯港通訊統計六間證券行數字，合
計借出孖展額約1.48億元，相當於公開發售部分的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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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生工程招股概要
全球發售股份

香港發售股份

招股價

集資額

入場費

招股日期

上市日期

6億股

6000萬股

2.79元至3.53元

13.39億元至16.94億元

3565.58元

12月13日至18日

12月28日

恒指升179點破22500關

較停牌前溢價近25% 股價昨飆30%
國浩提私有化每股 元

自上周二開始停牌的國浩（00053）
，昨日終於公布私有化詳情。大股東郭令
燦以現金每股作價88元私有化國浩，較停
牌前報價70.5元溢價24.82%，但較資產淨
值每股134.32元折讓約33.6%。由於郭令
燦等人已持有國浩71.52%股份，故其只需
斥資82.46億元即可收購餘下股份。有分
析指，國浩私有化作價低過市場預期，市
場憧憬國浩有機會提高作價。

本報記者 邵淑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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潤地9億奪深圳後海地皮
繼早前獲母公司注入廣西資產後，華潤置地

（01109）再下一城，以 9.47 億人民幣（下同）
，投得深圳南山後海地皮。

內地《深圳特區報》報道，潤地旗下深圳公
司，以掛牌起拍價 9.47 億元，投得南山後海中
心區住宅用地，涉及建築面積 11 萬平方米。這
是繼8月份，華潤集團旗下3家公司聯合競得南
山區後海中心區一地塊後，另一幅成功投得的地
皮。

熱錢湧港的步伐未停，配合外圍市況向好，憧憬
美國聯儲局推出新一輪 「放水」措施，中資金融及內
房股領軍，刺激港股突破 22500 點關口，恒指收
報 22503點，升179點或0.8%，國企指數跑贏大市，
升169 點或 1.5%，收報 11161 點，主板成交約 640 億
元。

海通國際環球投資策略部副總裁郭家耀認為，金
管局為應付港元需求，連番向市場注入資金，資金流
向將有利港股後市走勢，預料恒指短期可穩守22000
點水平，後市上望目標22800點。

此外，信達國際研究部高級分析員趙晞文表示，
美國聯儲局議息後有望推出量化寬鬆（QE）或扭曲

操作（OT）等 「放水」政策，配合資金持續湧港，
恒指有望挑戰23000點關口，相信內銀股及內房股仍
有炒作空間。

內銀股繼續成為焦點，農業銀行（01288）抽高
4.8%，以全日最高3.7元收市。中信銀行（00998）早
段走勢平穩，午市過後追高2.6%至4.39元收市。

摩根士丹利認為，澳門賭場明年1月實施禁煙，
或拖累中場收入跌 20%。不過，花旗上調 12 月份澳
門博彩收益預測至275億澳門元，料按年升17%，刺
激落後的新濠國際（00200）觸及8.81 元逾一年高位
，收市升4%至8.74元。銀河娛樂（00027）午後追高
至29.45元，收市升3%至29元。金沙中國（01928）

收報33.5元，升2.9%。
另外，據報中央財政將撥出 70 億元人民幣支持

光伏發電行業，資金追捧相關光伏股。保利協鑫
（03800）及卡姆丹克（00712）齊齊炒高11%，並以
全日最高位收市，分別報1.49元及1.21元。

體育用品股成為追捧對象，匹克（01968）否認
洽購李寧（02331），匹克升 6.4%至 1.5 元，李寧以
全日最高4.89元收市，升逾7%。安踏（02020）跑贏
同業，炒高7.2%至6.52元收市。

港股戰線上移，拖累多隻熊證遭打靶，全日共有
38隻熊證觸及回收價，當中33隻屬於指數熊證，收
回價介乎21800點至22500點。

信銀獲准經營保險業務
中信銀行（00998）宣布，該行近日已收到《中國銀監

會關於中信銀行修訂公司章程的批覆》。根據有關規定，銀
監會已核准該行修訂公司章程，變更經營範圍的內容，包括
增加保險兼業代理業務；代理開放式基金業務；辦理黃金業
務；開展證券投資基金、企業年金基金、保險資金、合格境
外機構投資者託管業務。

滙控（00005）日前公布，與美國當局就洗黑錢
一案達成和解協議，支付共19.21億美元的罰款。外
電昨日披露更多滙控違規內幕，指滙豐墨西哥分行眾
所周知為毒販清洗黑錢的最愛，並引述美國司法部指
，06年至10年間，墨西哥及哥倫比亞兩地，透過滙
豐美國合共轉移超過8.81億美元。

報道又指，滙豐美國和墨西哥分行，無法監控超
過6700億美元的電匯和超過94億美元在墨西哥滙豐
銀行購買美元的交易。公布與美國當局和解後，滙控

股價昨日繼續平穩發展，收報79.95元，升0.25元或
0.31%。

此外，滙控旗下馬來西亞滙豐公布，截至今年9
月底止首三季稅前盈利為 11.93 億元馬幣，按年升
18.6%。期內，經營收入按年升 9%，至 22.67 億元馬
幣；首三季貸款減值準備及其他信貸風險撥款按年升
3.3%；成本效益比率由去年同期的 43.3%，改善至
39.7%。核心資本比率及風險加權資本比率維持強勁，
分別為9.4%及12.9%，較去年底的9.1%及12.7%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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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浩股價今年走勢

昨日收報
92.05元

5月23日收報
54.80元

法巴發表港股展望，設定恒指2013年目標價為25000點。在行業類
別中，建議增持獨立電力股、旅遊相關股份、品牌股，及銀泰百貨
（01833）、金鷹商貿（03308）；看淡鞋類、資源、航運及上游能源股。

法巴亞太區股票投資主管鄺樂天昨日指出，調高旅遊相關股份投資
評級至 「增持」，主要考慮到內地經濟轉型，致力促進內需，而旅遊相
關行業將可受惠，其間以公路股及機場股可看高一線。他又稱，儘管內
地百貨店已出現供過於求情況，但一些在黃金地段設有分店的百貨集團
，在地理優勢下，客流量仍然較高，而銀泰、金鷹正正具有這類競爭優勢。

鄺樂天表示，看淡鞋類及資源股的原因，是行業出現產能過剩的問
題，每當市場庫存下降，產品價格壓力稍為得到紓緩時，企業便可以隨
時加大產量，使到產品價格難以上升。

對於捕捉中小型企業明年盈利反彈的投資機會，鄺樂天認為，相比
於大型行業的龍尾股（中小企業），投資者適宜選擇投資行業規模較小
的龍頭股。他補充稱，這類屬於龍頭的中小企業，既在產品價格上具有
話語權，不容易爆發惡性價格競爭，亦較容易獲得銀行貸款拓展業務。

受私有化消息刺激，國浩昨日一開市已高見 89
元，並已是全日低位，並較私有化作價為高。國浩股
價其後愈升愈有，最高見 92.3 元，創 2011 年 8 月初
以來新高。國浩最終收報 92.05 元，急升 21.55 元或
30.57%，高出私有化作價 4.6%。國浩昨日成交股數
為448.9萬股，成交金額達4.07億元。

大股東僅需82億元全購
國浩公布，渣打銀行將代表大股東豐隆提出以每

股現金收購價為 88 元，私有化國浩集團，而豐隆約
85.3%股權由郭令燦及郭令奇擁有。國浩現時的全部
已發行股本之價值約為289.57億元，但郭令燦等一致
行動人士現已持有國浩 71.52%股份，故其只需斥資
82.46 億元收購餘下股份。豐隆擬從渣打銀行提供之
債務融資及內部現金資源提供要約所需現金，而國浩
無意於要約期間宣派或支付任何股息或其他分派。

大股東是次私有化國浩需動用約82.45億元現金
，但截至 6 月底，國浩手頭現金已超過 88 億元。分
析指，理論上大股東是次不費分毫就可私有化國浩，
而私有化作價較資產淨值仍有較大折讓，令市場憧憬
私有化作價可提高。由於大股東今次提出的是自願性
要約，故獨立股東可選擇是否接受。但如果要約未來
四個月內獲九成獨立股東接納，大股東就可強制私有
化所有股份，並於其後根據上市規則向聯交所提出撤

回國浩上市地位之申請。
大股東表示，國浩私有化建議倘若成功，將可簡

化其股權架構及改善企業效益，並減少為遵守規則及
維持股份上市地位有關之成本，容許國浩完全集中其
資源於業務營運。大股東又稱，擬繼續維持國浩之現
有業務，無意對現有業務引入重大變動，亦無意因私
有化事宜對集團管理層及僱員作出重大變動。

市場揣測敵意收購東亞
雖然國浩大股東表示，無意對現有業務引入重大

變動，但市場普遍猜測是次私有化計劃，會否改變其
持有東亞股份的態度。事實上，國浩過去一直頻頻增
持東亞股份，市場認為國浩計劃向東亞作敵意收購。
而東亞亦透過配股與友好機構，以攤薄國浩的持股
量。

如國浩宣布停牌當日，東亞（00023）亦於收市

後宣布向第三大股東三井住友銀行配股，令三井住友
的持股量由4.73%增至9.5%，維持其三大股東地位。
而國浩持股則由 14.98%攤薄至 14.22%，大股東西班
牙Caixa持股亦由16.98%攤薄至16.12%。

市場對國浩私有化後，會否向東亞作敵意收購持
分歧。有指國浩私有化後，缺乏融資渠道，難對東亞
作全面收購；亦認為國浩在私有化期間應不會有所行
動，但難以斷言未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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滙豐墨西哥淪洗錢首選

光伏設備股受追捧
（單位．港元）

股份

保利協鑫（03800）

卡姆丹克（00712）

陽光能源（00757）

興業太陽能（00750）

鉑陽太陽能（00566）

收市價

1.49

1.21

0.435

5.66

0.28

變動

+11.2%

+11.0%

+8.8%

+8.6%

+7.7%

法巴料港股明年見25000

▲ 港股突破
22500點關
口，升179
點

▲惠生工程高級副總裁劉海軍（左至右）、主席華邦嵩
、高級副總裁崔穎

港股勇闖16個月高位，市場即傳剛提出明年加電費5.9%的中
電控股（00002）、統一中國（00220）母公司統一企業，及佳兆業
（01638）股東都趁機抽水，金額合計逾92億元，而單計中電集資
額已達76.8億元，若配股成功，這將是中電自1997年以來首次向
市場 「伸手抽水」。據悉，中電擬配售1.203億新股，每股配售價
介乎62.9至63.9元，較昨日收市價67.2元，折讓4.91%至6.4%。

配股價折讓約5%
據外電引述銷售文件指出，中電控股擬於市場配股120,307,170

股新股，每股配售價介乎62.9至63.9元，集資介乎75.67億至76.87
億元。根據文件，摩根大通、瑞銀、高盛為此次發行交易的經辦
行。

近日中電提出明年加價 5.9%，為連續第二年加幅高於通脹，
市場相信對其利潤有一定幫助，早前有券商估計，本港電力公司電
價加幅約4.5%至5%，現時中電提出的加幅略高於市場預期。只可
惜其業績卻受到海外業務拖累，包括在澳洲雅洛恩礦場的Morwell

河道支流河堤發生崩決、導致河水湧入礦場事故等，而在中期報告
顯示，中電在印度亦出現虧損，主因是哈格爾1號機組於今年3月
份投產後，因燃煤供應短缺而令營運生產虧損。因此，花旗亦調低
其 2013 至 2014 年度純利預測 3%至 5%，以反映印度業務面臨的煤
炭短缺問題，和澳洲業務邊際利潤受壓問題。所以，市場估計中電
這次集資，可能主要投放在海外市場。

多家公司趁高價抽水
此外，銷售文件顯示，統一中國之母公司統一企業，正在市場

上配售1.08億股統一中國舊股，每股配售價介乎9元至9.25元，較
昨日收市價9.51元，折讓2.73%至5.36%，套現9.72億至9.99億元。

至於近期造好的內房股，亦有股東趁機配股。銷售文件指出，
佳兆業的股東 Longhill Holding Company Ltd、Carlyle Asia
Growth Partners Ⅲ, L.P 及 CAGP Ⅲ Co-Investment, L.P，以
每股 2.35 至 2.45 元配售 2.16 億股舊股，較昨日收市價 2.59 元，折
讓5.4%至9.27%，套現5.076億元至5.292億元。 ▲中電折讓5%配股集資76億

▲國浩私有化作價低過市場預期

傳中電配股集資76億

壹傳媒擬派特別息
停牌近半個月的壹傳媒（00282），昨日深晚終於公布

出售台灣資產具體細節，出售印刷及電視業務的作價，一如
預期是 175 億台幣（折合約 46.64 億港元）。公司預計因此
交易可獲得22.84億港元特殊收益。集團表示，所得款項淨
額，除作餘下業務的營運資金外，將會向股東分派特別股息
。壹傳媒將於今日復牌。資料顯示，壹傳媒目前已發行股數
約24.12億股，假設特殊收益全數派息，股東每股最多可分
94仙。壹傳媒停牌前報1.59元。

公告指出，印刷業務作價為160億元台幣，買方台塑王
文淵、旺旺蔡紹中、中信辜仲諒及龍巖李世聰分別持有34%
、32%、20%及14%權益。作價15億元的電視業務，王文淵
亦持有34%，而原由台灣產險董事長李泰宏認購的32%，改
成由家族內的投資公司勇信作買方，勇信主要從事投資控股
，並由李建成擔任代表，其餘權益，由辜仲諒及李世聰分別
持有20%及14%。

另外，壹傳媒出售的台灣資產，將不包括辦公大樓及錄
影廠，以及《飲食男女》、《忽然一周》及《壹本便利》業
務。資料顯示，截至今年3月底止，除稅及非經常性項目後
虧損約為11.68億台幣，故2011年度的3.22億元台幣，擴大
超過2.6倍。截至今年9月底止，出售資產（不包括保留業
務及物業）的產淨值約為 48.79 億台幣，即 175 億台幣作價
，相當於資產淨值近3.6倍。

對於出售台灣資料，集團於公告指，建議出售事項可理
順及集中資源，發展旗下利潤更佳的業務，從而改善其整體
業務表現，尤其是發展快速動畫、動畫新聞市場，拓展數碼
新窨及娛樂內容，加強公司在港的印刷媒體業務。集團強調
，現階段沒有就出售或縮減現有資產及營運規模，展開任何
磋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