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恒指回軟 通訊設備股追落後

共集資120億 仍需中證監批覆
銀河證券擬AH同步上市
新年伊始，新股市場蓄勢待發。據《

21世紀經濟報道》引述接近監管層的知情
人士稱，銀河證券已向中證監提交首次公
開募股（IPO）申請。如無意外，本月初
將有覆核結果，並出現在排隊待審IPO企
業公示名單中。該人士透露，此次銀河證
券IPO將採用A＋H股同步上市的方式完成
，總融資額度或將達19.2億美元（折合120
億元人民幣），其中A股融資規模或約在
50億至60億元人民幣。

本報記者 房宜萍

■西王特鋼料盈利急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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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黃（00013）旗下3奧地利排除萬難，正式完成收購奧
地利Orange的所有合約要求及手續，成功為和黃擴張歐洲電
訊業務版圖邁出第一步。和黃下一步目標2年內，在奧地利
建設4G網絡。

3奧地利行政總裁Jan Trionow表示，經過漫長的審批
過程，集團終於完成收購奧地利Orange，未來兩年將集中發
展奧地利的流動市場，在當地建立全國性的LTE網絡，有助
鞏固3奧地利作的網絡供應商地位。

和黃去年2月，透過3奧地利斥資13億元（約133億港元
），全購奧地利Orange，惟遭歐盟委員會反對，擔心有關收
購會削弱市場競爭力。和黃董事總經理霍建寧罕有開腔炮轟
歐盟，直指歐盟無理阻礙收購。

擾讓近10個月，和黃提出讓步的新建議，包括出售部分
頻譜，又承諾出售頻率、基站、流動電話營辦商Yesss！
Telekommunikation，最終獲歐盟批准收購。

奧地利有4家電訊商，兩大電訊商A1及T-Mobile合共佔
有市場份額78%，和黃的3奧地利佔13%，而奧地利Orange則
佔9%。和黃3奧地利完成收購Orange後，當地餘下3家電訊
商，和黃目標在2015年取得市佔率達30%，直言要與當地兩
大電訊商競爭抗衡。

和黃昨日股價先升後跌，早段升0.5%至83.8元高位，惟
迅即掉頭回落，以全日最低83元收市，跌近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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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黃收購Orange前身Microtel

以1130億元出售44.8% Orange股份

傳出和黃斥14億歐元，回購奧地利
Orange

和黃落實以總代價13億歐元收購Orange

歐盟委員會就收購展開反壟斷調查

和黃董事總經理霍建寧狂轟歐盟要求過高

和黃提出新建議，包括出售奧地利頻譜，
以換取歐盟批准收購

歐盟批准和黃收購Orange

完成收購的所有合約要求及手續

美國聯儲局過半數委員預期QE3在今年內結束，
消息打擊亞太區投資氣氛，港股一度急挫226點，在
周四大肆沽空的對沖基金成功獲利，進場平倉止賺，
令到恒指收市時跌幅略為縮窄至67點。通訊設備股成
為最新當炒落後股，普遍逆市升逾半成。另外，調查
顯示中國股票基金連續17周錄得淨流入，是07年以來
最長，而港股基金在過去一周流入金額約1.43億美元
，按周增加一倍。

美國聯儲局公開市場委員會委員在上月會議期間
，過半數預期QE3在今年底前會逐步完結，而預期到
年底前才完結的亦超過一半。由於港股在過去兩個多
月的 「亢奮」，部分歸因於QE3所引發的熱錢谷高股
票資產價格，所以美聯儲局一旦 「收水」，熱錢或被
迫離場，引爆平倉潮，故投資者寧願沽出部分持貨止
賺，遂導致港股昨日受壓。

恒指低開28點後，指數最多跌226點，但中午過
後，在對沖基金平倉止賺下，大市逐步收復失地，收
市時跌幅縮窄至67點，報23331點。國指則跌49點，
報11937點。主板成交額775億元，較上日減少116億
元。全日沽空金額由上日的94.6億元，降至67.3億元
，減少28.8%，但沽空情況仍然偏高，反映對沖基金
雖然趁大市急跌平倉套利，但相信後市回吐的機會仍
然較高。回顧一周，恒指累升665點，國指則升559點。

落後股份輪流炒，昨日輪到通訊設備股。晨訊科
技（02000）股價漲16%，收0.36元；京信通信（
02342）升7.5%，收3.14元。本地珠寶鐘表銷售在11

月份反彈，但珠寶鐘表股卻個別發展，俊文寶石（
08351）升21%，收0.345元，東方表行（00398）則跌
5.3%，收3.13元。內地股市假期後復市，深滬A股指
數表現平平，近期熱炒的A股ETF，昨日全線幾乎下
跌。安碩A50（02823）單位價格跌1.5%，報11.46元
；南方A50（02822）跌2.1%，收10.92元。

長線資金在過去一周繼續加碼包括港股在內的新
興市場基金。據EPFR Global跟蹤調查指出，截至1
月2日的四個交易日，共有51億美元流入股票基金，
其間新興市場佔34億美元，而亞洲（除日本以外）則
有12億美元。在12億美元中，流入中國股票基金達到
5.89億美元，連續17周錄得淨流入，是07年以來最長
。港股基金則有1.43億美元流入量，較對上一周增加
一倍，且連續11周錄得淨流入。

滙豐人幣點心債受捧
市場憧憬人民幣今年升值步伐加快，令到點心債（即人

民幣離岸債券）受到熱捧。據外電引述消息指出，豐中國
擬發行的本金總額10億元人民幣的債券，總共獲得50個認購
申請，涉及申請認購額超過30億元人民幣。反應熱烈，債券
票面息率由原先擬定的SHIBOR（上海銀行同期拆息）減45
點子，降至減60點子。以目前SHIBOR計，債券息率低至約
3.3%。該批債券屬高級非抵押，年期兩年。豐中國2009年
曾發行10億元人民幣債券，當時息率為SHIBOR加38點子。
消息人士指出，是次申請認購豐人債的投資者，來自香港
佔52%，亞洲佔32%，歐洲及其他地區佔16%。

此外，據外電引述豐環球投資管理李選進稱，豐有
意申請提高QFII投資額度，從而染指內地銀行間債券市場
。李選進表示，豐現時QFII的資產組合中，雖然有投資
於離岸人民幣債券，但幾乎全部都屬於股票資產。相對於點
心債，在岸人民幣債券的收益率較高，市場流動性更大。為
滿足客戶對內地投資多元化需要，所以希望涉足內地債券市
場。根據國家外管局資料，豐現時擁有六億美元的QFII
額度。

根據Dealogic統計，去年中國在岸人民幣債券發行金額
達到4351億美元，按年升65.8%。去年點心債發行量僅139億
美元，與2011年相若。

根據中國銀河證券網站介紹，公司是經中國證監
會批准，由中國銀河金融控股作為主發起人，聯合4
家國內投資者共同發起設立，於2007年1月26日正式
成立的全國性綜合類證券公司。中央匯金投資有限責
任公司為公司實際控制人。公司本部設在北京，註冊
資本為60億元人民幣。公司旗下擁有銀河創新資本管
理、中國銀河國際金融控股和銀河期貨。

中銘礦業擬募4億美元
另據《路透》旗下IFR報道，中鋁礦業國際計劃

於本月中旬之前，開始為本港IPO作推介。擬集資3
至4億美元，較原先8至10億美元減少，路演時間目前
未確定。法巴及摩根士丹利任聯席全球協調人，並與
建銀國際、中金、豐及渣打，共同擔任聯席主承銷
商。

該公司由中鋁（02600）母企分拆而出，曾於去
年6月進行IPO推介，惟於正式啟動路演前決定延後
。中鋁礦業的主要資產為秘魯特羅莫克銅礦，估值達
22億美元。該礦處於開採前期，計劃於2013年第三季
度開始生產。而中鋁昨天收報3.82元上升1.867%。

至於市傳內地房地產企業龍頭萬科或於近日公布
B股轉H股來港上市計劃，萬科董事會秘書譚華傑在
接受媒體電話採訪時沒有明確答覆 「是否籌備B股轉
H股」的問題，只是強調 「一切等正式公告通知」。

而《路透社》近日報道，萬科企業最快於昨日發布其
B股轉H股計劃，中信證券負責安排此次交易。

金輪國際配售足額
此外，正在招股的新股亦繼續升溫。市場消息指

，內房股金輪天地（01232）國際配售已足額認購，
其中包括大型基金、歐洲長線基金及對沖基金大手入
飛，而本港公開發售部分亦已超購2倍。金輪天地香

港公開發售初步涉4500萬股，每股招股價1.38-1.72
元。每手2000股，入場費3474.67元，集資額最多8.9
億元。將於1月8日定價，1月16日上市。

而 「細細粒」容易炒上的迅捷環球（00540）亦
表現不俗，券商已為其借出2.61億元，超購逾20倍。
迅捷環球每股發售價預期介乎0.58元至0.82元。一手
4,000股買賣，集資額最多1.23億元；將於1月15日上
市。

西王特鋼（01266）發盈警，預期2012年度溢利將按年
大幅下降，主要由於環球經濟不明朗，以及中國政府採納緊
縮措施，加上中國鋼產品產能過剩，導致中國鋼產品需求減
少及售價下降，拖累集團產品的毛利率較2011年大幅減少。

香港貿易發展局及谷歌
攜手合作，把創新技術融合
至企業與企業之間（B2B）
的貿易環境，另希望透過
Google+拓寬企業與消費者
（B2C）的對話。貿發局多
年來一直專注經營B2B的實
體平台，如舉辦國際級展覽
等，現跟隨科技步伐，加強
應 用 社 交 媒 體 ， 增 設
Google+專頁，讓香港中小
企與世界各地商業夥伴增強
在網上平台的聯繫。第一項
大型合作活動為本月14日的
香港國際時尚薈萃 「香港．
華 麗 秀 」 （Hong Kong
Fashion Extravaganza） ，
活動除了有一千人到場參與
， 還 會 透 過 Google +
Hangouts On Air進行直
播，供更多有興趣人士觀
賞。

貿發局刊物及電子商貿總監張淑芬表示，2009年該局首創全球第一
個B2B的採購程式，適用於Android及Apple的移動平台，促進流動採購
；今次與谷歌合作，將促進商貿帶至更高層次，對生活消閒產品及服務
行業方面尤其有幫助。她又指，中小企資源有限，網上平台有利低成本
完成交易。谷歌全球副總裁及大中華區總裁劉允表示，今次直播 「香港
．華麗秀」是與貿發局合作的一個開端，相信未來的合作還有無限可能
，日後將共同推出更多助益貿易往來的服務。

資料顯示，現時中小企是香港進出口業務的重要支柱，佔比超過
99%；而香港的互聯網經濟規模預期按年增長7%，估計到2015年將會達
1460億港元。隨互聯網及社交媒體日益普及，貿發局於2011年為旗下
的15本專業產品雜誌，開發電子產品雜誌書架應用程式 「Appgazine」
，今年則採用Google+平台等嶄新技術，協助本地中小企透過網上渠道
連繫全球商界。

就光星電子（02310）控股權易手一事，有關收購建議
已於昨日（4日）截止，收購方已收到約6952萬股有效接納
，佔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21.46%。

光星電子去年10月宣布，控股股東以總代價1.61億元，
出售所持53.75%股權予申勇及申柯持有的Ultra Harvest，相
當於每股0.9263元，待售股完成後，海通國際將代表Ultra
Harvest，按同樣每股作價，向其他股東提出強制性收購。

■光星電子股權收購建議截止

利福國際（01212）宣布，透過旗下全資附屬粵佳，悉
數出售持有的天津公司，涉及5.45億元人民幣，將用作一般
營運資金。

集團在2008年5月購入該天津公司，主要資產包括天津
市 「利福廣場」購物商場，總面積約3.6萬平方米。管理層
表示，集團不時審閱現有物業組合，相信出售將帶來相對大
額的現金。

■利福售天津公司套現5億

內地首家民營銀行民生銀行（01988），將於香港開設
私人銀行，以把握全球增加使用人民幣作貿易結算的優勢。
該行於上交所公布，董事會已批准計劃，現只等監管當局同
意。以工商銀行為首的內地四大行已打入世界十大銀行，內
地銀行環球影響力日增，民生銀行將加入戰團，力拓展海
外市場。民生銀行於本月獲香港金管局批出銀行牌照，成為
繼工商銀行（01398）、建設銀行（00939）、農行（01288
）及中國銀行（03988）後，第五家於香港落地的中資銀行。

根據彭博資料顯示，去年中國銀行是本港人民幣債券的
第四大承銷商，本港人幣債券市場擴展強勁，去年的債券發
行量較2011年增15%至1750億人民幣，創紀錄新高。

■民生擬在港設私人銀行

承接去年利好勢頭，港股踏入2013年呈
現大漲少回，瑞信發表最新研究報告，重申
今年底恒指目標為25500點，與昨日收市價
23331點比較，即預期有9.3%上升空間。該
行認為，由於市場資金充裕，加上內地經濟
持續呈現回穩跡象，故投資焦點仍會落於本
港市場上。就個別股份方面，瑞信首出今年
五大首選港股，分別為國泰（00293）、和
黃（00013）、新地（00016）、新秀麗（
01910）及新濠博亞（06883），均予 「增持
」評級。

受到油價持續高企所拖累，國泰2011年
純利同比大幅倒退逾60%，去年中期更由盈
轉虧至蝕9.35億元，為08年金融海嘯後再度
出現虧損。受惠於港股市況向好，令其股價
去年仍錄得近7%升幅。瑞信報告指出，國
泰的聖誕貨運表現符合市場預期，加上商務
客運情況將於今年恢復，更重要的是燃油價
格穩定，為其帶來強勁的利好因素。

和黃歷經幾番波折終於完成收購奧地利
Orange，並計劃未來兩年將於當地建4G網
絡。和黃股價去年累升24.4%，略高於恒指

約22.9%升幅，瑞信認為，和黃被市場遺忘
已久，若歐洲經濟情況稍為轉好，投資和黃
將可獲理想回報，該行預計和黃未來兩年盈
利複合增長率可達18%。

港府去年連番出招壓制樓市炒風，但無
論是住宅、商樓等價格或租金不跌反升。瑞
信認為，新地積極於合適的時間出售工、商
及零售類的非核心物業投資，從而提高資產
周轉率，由於相關物業的需求保持強勁，對
新地帶來正面作用。報告又指出，資金流入
加上低息環境，將繼續令通脹加劇，預期收
租股亦有理想表現，尤其太古地產（01972
）及冠君產業（02778）將有驚喜。

近期不少國際品牌在港掛牌，但瑞信對
新秀麗投資前景最看好。報告指出，新秀麗
是行業中最具說服力的品牌之一，但低估公
司未來的增長及投資回報率。資料顯示，新
秀麗去年股價累漲超過三成，但預測市盈率
僅18.34倍，屬於較便宜的水平。至於新濠
博亞方面，瑞信亦指其估計被低估，更重要
是其位於菲律賓賭場的潛力並未於股價上反
映。

瑞信料港股今年升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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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信推介五大股份表現
股份

國泰（00293）

新地（00016）

和黃（00013）

新秀麗（01910）

新濠博亞（06883）

股價去年漲幅

+6.8%

+19.4%

+24.4%

+31.2%

+74.9%

預測市盈率

77.13倍

14.07倍

15.22倍

18.34倍

25.43倍

貿發局谷歌聯手拓B2B

▲

瑞信看好國泰航空今年表現

▲銀河證券有意在本港及內地同步上市

▲港股連升多日後回軟

▲香港貿易發展局及谷歌攜手合作推
動電子商貿

▲和黃正式完成收購奧地利Orange的
所有手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