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另一邊廂，今年至今新股超購王靄華押業
信貸（01319）昨日首日掛牌，股價逆市上升
，全日收報1.31元，較招股價0.98元上升33.67%
，不計手續費，每手4000股賺1320元，又榮膺
今年至今一手 「賺錢王」。該股昨日全日高位
1.42元，低位1.24元，成交2.58億股，涉及資金
3.44億元。

新晨中國動力（01148）將於今日掛牌，
昨日該股暗盤價破底，一手蝕20元。據輝立交
易場資料顯示，新晨暗盤收市報2.21元，較招
股價2.23元跌0.9%，不計手續費，每手1000股
蝕20元。新晨暗盤成交119萬股，涉資266萬元
。至於耀才新股交易中心，亦同樣收報2.21元
，成交6.7萬股，涉資14.6萬元。

該股招股價範圍為2.2元至2.8元，昨日宣
布以接近下限的2.23元定價，公開發售部分錄
得超購19.4倍，國際配售亦獲大幅超額認購。
申請一手1000股，中籤率為100%。

靄華押業首日漲三成

楊超看好內地保險業前景

三內企次季赴港上巿籌350億
光銀擬發120億股H股
今年以來多隻新股認購反應熱烈，細價

股超購倍數屢創新高，市場回暖令重磅新股
也呼之欲出。其中，光大銀行籌備多時的H
股上市計劃終有好消息，董事會通過發行最
多120億股。同時，外電消息報道，內地券
商銀河證券及中石化煉化工程，亦部署在第
二季赴港上市。三隻新股各集資15億美元，
即合計總集資額高達350億港元，相當於
2012年全年IPO的898億集資額的39%，估
計希望扭轉去年銳減的新股集資活動。

本報記者 劉靜遠 敦文翰

■佳兆業擬發美元優先票據

簡訊

今年1月初才發債的佳兆業（01638）昨日公布，擬
再進行美元優先票據之國際發售，本金總額、發售價及
利率將根據發行票據之聯席全球協調人瑞信及摩根大通
，以及聯席牽頭經辦人兼聯席帳簿管理人瑞信、摩根大
通、豐及工銀亞洲進行之累計投標結果釐定。外電引
述銷售文件報道，佳兆業擬發行5年期美元計價債券，
初步指導息率約9.125%，發債規模仍待確定。若發債成
功，將成為今年至今短短兩個多月內發債兩次的
內房企。

遠洋地產（03377）昨公布，2012年全年多賺47.6%
至37.96億元人民幣（下同），每股盈利54.2分，派末期
息17港仙，可以選擇以股代息。期內營業286.58億元，
按年增加44%，主要受惠於物業開發業務增長48%，達
到260.53億元。交付可售樓面面積增加39%，達到206萬
平方米，平均入帳銷售價格每平方米約1.3萬元，增長
4%。毛利增加23%至76.99億元；不過毛利率則由31%減
至27%。

■遠洋地產去年賺37億升47%

太保（02601）昨日公布，今年首兩個月的累計原
保險業務收入合共為329億元人民幣（下同），較去年
同期輕微倒退0.3%。集團旗下太平洋人壽、太平洋財險
於今年首兩個月的累計原保險業務收入，分別為199億
元及130億元，分別按年下跌9.54%及增長18.18%。而新
華保險（01336）首兩個月的累計原保險保費收入約為
212.25億元，按年倒退11.6%。

■太保首兩月收入329億

中國太平（00966）昨日公布，今年首2月旗下太平
人壽、太平財險及太平養老之保費收入分別為120.31億
、15.26億元及2.61億元，合共為138.17億元，同比增長
62%。此外，財險（02328）公布，公司總部及多家分
公司於2012年度先後與人保壽險簽訂合同，為公司員工
購買壽險產品（團體年金保險等多項壽險產品），保費
合計約為2.55億元。

■太平收入138億增長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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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焦煤企（00975）公布截至去年12月底止全年業
績，錄得虧損250萬（美元，下同）（約1950萬港元）
，每股虧損0.07仙，不派息；期內收益按年減少12.6%
至 4.75 億 元 。 公 司 執 行 董 事 兼 行 政 總 裁 Battsengel
Gotov昨天於記者會稱，見到焦煤價格有逐漸回升跡象
，由於內地刺激經濟增長相信這個升勢可以持續。公司
昨天收報3.1元，下跌3.427%。

公司稱，導致集團錄得虧損淨額的主要原因為焦煤
產品的平均售價下跌；運輸煤炭有關的成本及存量虧損
合計為1950萬元，該成本及虧損為於年末一次性記錄的
金額；以及由於發行有擔保優先票據及其他融資，導致
集團財務成本上升，使財務成本淨額合計達到1140萬元。

集團原煤產量達940萬噸，按年增幅為32.4%。期內
，集團出售560萬噸煤炭產品，按年出售480萬噸增長約
16.7%。集團現有的年度煤炭處理及加工能力達到1000

萬噸，預計隨第三模組於今年上半年完成安裝，年度
煤 炭 處 理 及 加 工 能 力 將 可 達 1500 萬 噸 。 Battsengel
Gotov稱，集團去年的資本開支為2.125億元，他估計今
年的資本開支約5000萬元，主要由於多項開發項目已經
落成。

野村維持買入評級
野村發表報告稱，蒙焦煤企淨虧損為250萬元，而

市場預期淨利潤為1200萬元，低於市場預期。然而，去
除一次性成本3050萬元，核心盈利為2800萬元，較該行
預期低7%。野村維持蒙焦煤企 「買入」評級，目標價
4.5元。野村指出，蒙焦煤企股價由於投資者對公司政
策不確定性的憂慮而受壓。但該行仍然看好公司，主因
其煤炭資產有質素，基礎設施完善以及對蒙古礦業具有
戰略重要性。

蒙焦盈轉虧蝕1950萬遜預期
今年1月中上市的金輪天地（01232）昨公布，

去年全年核心盈利大升1.06倍，至2.23億元人民幣
（下同），毛利率由2011年的46%增至51.7%。執
行董事、財務總監兼公司秘書陳偉健昨日表示，有
信心今年可維持相若水平，並強調新國五條對公司
銷售影響不大，主要因公司項目有75%為商業物業
，只有約25%為住宅物業。他指，公司今年銷售目
標為15億元，按年增長50%，而今年首兩個月合同
銷售金額已達5.2億。

陳偉健表示，今年首兩個月已完成全年合約銷
售目標近35%，但暫未計劃上調全年目標，因為今
年目標已按年增長50%。他稱，而目前住宅項目均
價每平米近二萬元，未來會善價而沽，不會打價格
戰，故有信心今年可維持相若水平。而公司末期息
為5.55分，派息率達44.8%，他表示，未來派息率
維持核心盈利的30%，而淨負債率冀在50%之內。

金輪天地核心盈利兩億

繼早前申請分拆液晶顯示模組上市後，創維（
00751）昨日宣布與華潤錦華母公司華潤紡織（集團）
達成初步共識，創維可能收購深圳上市的華潤錦華（
000810）股權，並可能向華潤錦華注入資產及業務，包
括數字機頂盒業務，注入業務可能被視為業務分拆，而
收購條款仍在談判中。

根據華潤錦華官方網站顯示，公司擁有50年棉紡織
品生產歷史，主營紡紗與織布。公司現有總資產超過10
億元（人民幣，下同），總股本1.3億股，擁有20萬紗
錠，2760頭氣流紡，268台噴氣織機，年產紗線2萬噸及
棉布3000萬米。不過，公司網頁已於2012年開始停止更
新資料。業績報告指出，華潤錦華於2011年度營業額錄
得12.44億元，按年增長11.9%，惟經營利潤同比大減
37%至7618萬元，純利少賺超過三成至5583萬元。截至
2011年年底止，總資產值為13.02億元，淨資產值約6.4

億元，每股淨資產值為3.94元。2012年上半年度收入按
年減少12%至5.7億元，期內業績盈轉虧，由賺約3870萬
元，倒退至蝕287萬元。另於今年1月發盈警，預期全年
度純利僅300至400萬元，同比倒退92至94%

華潤錦華A股於2013年1月22日起停牌，數日後董事
會宣布正籌備資產重組，停牌前收報8.95元，市值約
11.61億元。有證券分析員認為，創維是次全購與其沒
有協同效益的紡織資產，再向後者注入數字機頂盒業務
，顯然是藉此借殼回歸A股上市。

至於代價方面，現階段難以預測。由於目前IPO重
啟時間最快要到今年中或第三季，遞交資料及審批的程
序後，新申請個案今年底掛牌的機會較微，故A股的 「
殼」近年需求殷切。不過，創維可於完成收購之後，向
華潤紡織或第三方出售華潤錦華現有業務資產套現，抵
銷部分收購成本。

創維疑借殼A股上市

香港社會看似男女平等，但上市公司的高層董事仍
以男性為主。社商賢匯最新公布的研究顯示，香港50家
位列恒生指數的最大企業的董事職位在過去12個月只增
加了三位女性，僅佔所有成份股公司董事會職位的9.4%
。社商賢匯行政總裁魏余雪奕昨表示，假設董事職位總
數不變，按現時女性董事增加的速度，估計需要81年，
男性和女性董事比例才能鼎足而立。

調查顯示，在恒指成份股企業合共649個董事職位
之中，僅有61位由女性擔任，佔整體董事職位的9.4%，
女性董事數目實際只增加了四名，與去年的9%比較，
只錄得輕微改善。由於部分女性出任多個職位，故此這
61個董事職位實際由53位不同女性出任，而自2012年起
僅增加三位女性，當年的57個女性董事職位由50位女性
出任。

在50家恒指成份股企業之中，擁有女性董事的企業
數目輕微上升，由2012年的28家企業（58.3%）增至
2013年的31家企業（62%）。不過，仍然有19家企業（
38%）的董事局繼續全由男士出任。而自2009年起，擁
有超過一位女性董事的企業的百分比一直持續下滑。於
2009年，35.7%的企業擁有多位女性董事，如今該數字
為28%。

男女董事平衡需時81年
魏余雪奕表示，最新的研究報告結果差強人意，顯

示香港企業需要更加努力減少這種性別失衡情況。她續
稱，假設董事職位總數維持649個不變，按照目前每年
僅增加四位女性董事的速度計算，估計需要多約49年，
女性董事的比例才會上升至30%；若要男性和女性董事
鼎足而立，更需81年。

藍籌女董事人數不足一成

雅居樂（03383）主席陳卓林涉嫌非禮下屬的案件
，獲控方撤銷控罪。該公司昨日公布，董事會接獲董事
會主席陳卓林通知，表示於2013年3月12日在東區裁判
法院的聆訊中，對兩項非禮罪名表示不認罪，控方已不
提出證供指控，而陳卓林則同意自簽擔保，並獲署任主
任裁判官錢禮的同意。因此，對陳的該等罪名已
獲撤銷。

陳卓林涉嫌在去年7月在跑馬地獨立屋寓所內，兩
度非禮28歲女下屬，昨天下午在東區裁判法院獲撤銷兩
項非禮罪，改為簽保2000元守行為一年及支付堂費2000
元，不留案底。

雅居樂主席獲撤銷非禮罪

▲渣打大中華區主席曾璟璇（左）及社商賢匯行政
總裁魏余雪奕

■中白銀料銀價升至33美元
中國白銀（00815）主席兼首席執行官陳萬天昨天

表示，今年及明年資本開支合計2億元人民幣，主要用
於擴充產能。目前白銀價格約為每安士29美元。他預計
今年白銀價格可上升至每安士30至33美元；長遠來看白
銀價格會穩步上升。中國白銀昨天收報1.35元，下跌
2.174%。

【本報記者湯夢儀北京兩會報道】去
年保險行業增長首次出現個位數，正式告
別高增長時代，國壽（02628）前董事長楊
超出席兩會時表示，保險業放緩是發展中
的問題，但整體是朝好的方向發展，因內
地市場很大，潛力無窮，他對行業前景很
有信心。

楊超雖然退任國壽董事長，但仍擔任
顧問為公司出謀獻策。他指，國壽隨資
本市場、外圍經濟轉好，及內地人民對保
險的認識及需求增加，內涵價值的表現會
愈來愈好。不過，他未有回答今年新造業
務增長的情況，只表示公司注重結構調整
，重點放在業務增長的質量。另認為銀保
新規已實施一段時間，大家已經適應。

內地保險市場逐步向外資開放，如容
許外國保險公司參與機動車第三方責任保
險業務，而外資保險一哥友邦（01299）亦

表示不久未來，內地將超越香港及其他市
場，成為該公司最重要的板塊。楊超表示
，不怕有競爭，競爭是必要的，外國保險
公司來內地發展是一件好事情，大家可互
補不足，本地公司又可借鑒外資的經驗，
令保險業整體水平得以提升。

他分析，內地保險業自金融危機後，
外部面對的環境依然嚴峻，對保險有很大
影響。他同意政府經濟報告提到，保險業
要提升國際競爭力，要以維持可持續增長
為目標，不可急功近利。他指出，尤其是
中國人壽是國企兼上市公司，必須對股東
、員工及廣大民眾負責，所以要將公司業
務調整至最恰當，因此十分注重提升內涵
價值，認為內涵價值最重要，第二則是防
範風險。他一直強調，業務不可大上大落
，所以一定要確保平穩有序的發展，每年
均有所增長。

有望成為H股 「中資十行」的光大銀行，昨晚發出
公告，經公司董事會審議通過，該行擬在本港發行不
超過105億H股，並授予簿記管理人不超過15億股的超
額配售權，即合計發行規模為不超過120億H股。光大
銀行A股昨日收報3.22元，下跌0.92%。

公告稱，公司將在股東大會決議有效期內，具體
發行時間將根據國際資本市場狀況、境內外監管部門
審批進展，由股東大會授權董事會或董事會授權人士
決定。提請股東大會批准發行H股股票並上市的相關決
議，有效期為股東大會審議通過日起十八個月。臨時
股東大會將於3月29日舉行。

光大銀行表示，發行H股股票所得的募集資金在扣
除發行費用後，全部用於補充核心資本，提高資本充
足率，增強抵禦風險能力及盈利能力，支持該行各項
業務持續快速健康發展。另外，根據國務院《減持國
有股籌集社會保障資金管理暫行辦法》及相關規定，
發行H股股票及上市時，國有股股東應按照H股融資額
的10%進行國有股減持。

銀河證券獲16投行護航
至於市場另一焦點銀河證券方面，外電引述消息

人士報道，銀河證券已經邀請約16家投行，為其15億美
元的本港上市計劃護航，除早前敲定的中國銀河國際
、高盛和摩根大通為三家牽頭行以外，美銀美林、瑞
信、花旗、農銀國際、交銀國際等13家投行將加入，預
料銀河證券上市計劃將於今年5月完成，若成其事，會
是今年上半年重磅新股之一。道瓊斯引述消息則指，
銀河證券擬赴港上市集資介乎10至15億美元。

第二季重磅新股或許還有中石化（00386）母公司

中石化集團分拆的中石化煉化工程。據《路透社》旗
下IFR報道，高盛、中金、花旗及美銀美林將加入中國
石化煉化工程的承銷團，該公司也擬次季赴港上市，
集資15億美元。早前已有消息指，中石化煉化工程已委
任摩根大通、瑞銀及中信證券安排上市工作，並於今
年1月初向港交所（00388）提交上市申請。

煉化工程已提交上巿申請
此外，利福國際（01212）昨日公布，早前披露公

司可能建議分拆及利福地產遞交上市申請，目前有新
進展。利福地產於昨日已連同上市申請文件，向聯交
所提交材料，闡述就聯交所提出若干事宜所作考慮及
回應。公司於適當時候會就建議分拆刊發進一步
公告。

▲創維昨宣布與華潤錦華母公司華潤紡織達成
初步共識，創維可能收購深圳上市的華潤錦華
股權

▲光大銀行籌備多時的H股上市計劃終有好消息
，董事會通過發行最多120億股

◀▲國壽前董事長楊超出席兩會時表示，
保險業放緩是發展中的問題，但整體是朝
好的方向發展

三大重磅股集資額
（綜合市場消息）

公司
光大銀行
銀河證券

中石化煉化工程
總額

主要業務
商業銀行
證券買賣

煉化工程和油田服務
45億美元

集資額
15億美元
15億美元
15億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