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儘管出售台灣印刷業務的計劃泡湯，但壹傳媒出售台灣電視業務
的交易終於揭盅，買家是年代董事長練台生，交易作價約3.63億港元
，集團預期將因而錄得5.23億元虧損，預期在6月1日正式交接。

台灣業務為壹傳媒帶來沉重的壓力，2012年3月底止全年，台灣
壹電視除稅後淨虧損擴大至5.43億港元，經審核淨負債錄得33.7億新
台幣（約8.74億港元）。

預計六月正式交接
壹傳媒將於今天（16日）恢復買賣，該股停牌前報0.9元。證券

業人士預期，雖然該股上周因再出售台灣電視業務已獲炒高，但畢竟
成功出售虧損的電視業務，為集團 「止血」，相信復牌後短期有望上
升10%。

值得留意的是，去年10月壹傳媒公布，就出售連年虧損的壹電視
，與練台生訂立不具法律約束力的意向書，交易作價為14億新台幣，
與今次訂立的買賣協議相同。

根據熟識練台生的友人表示，練台生一直對壹電視存有濃厚興趣
，雙方原本可順利完成交易，惟簽訂意向書後不足兩星期，卻半路殺
出 「真命天子」中信慈善基金會董事長辜仲諒，令練台生收購壹電視
的計劃泡湯。

直言今年3月底，中國旺旺（00151）主席蔡衍明，以及台塑集團
總裁王文淵相繼打退堂鼓，令壹傳媒出售印刷業務的交易 「爛尾」收
場。據悉，練台生隨即與黎智英重啟交易談判，把握取得壹電視的機
會，惟消息指雙方對於交易金額出現分歧，最終一如黎智英所願，以
原價出售台灣電視業務。

有助擴大媒體王國
市場估計，練台生收購壹電視後，將有助擴大其媒體王國。目前

，台灣電視媒體業務由三大霸主瓜分，包括以蔡明忠為首的凱擘與台
固媒體，市佔率達35%。其次，由旺中蔡衍明旗下的中嘉佔25%。至
於練台生則以年代電視為首，結合台灣寬頻、台基網及獨立系統台等
，佔市場逾30%份額。

今次出售台灣壹電視的交易，並不包括在當地的辦公室。壹傳媒
與練台生訂立租賃協議，以每月租金合計為340萬元新台幣（約90萬
港元），出租辦公室及攝影棚，為期10年。租約訂明，倘若壹傳媒未
來有意出售其中一項物業時，將會按照市價給予練台生優先承購權。

國壽首季保費按年跌近2%

業界料壹傳媒止血利好股份

練台生3.6億奪壹電視
傳媒大亨黎智英掌控的壹傳媒（00282），撤出台

灣市場一波三折。擾攘一年，旗下台灣電視業務終於 「
名花有主」 。集團以14億新台幣（約3.63億港元）出售
壹電視業務，年代董事長練台生失而復得，力壓中信慈
善基金會董事長辜仲諒，成為壹電視的掌權人。雖然集
團預期將因而錄得5.23億元虧損，但證券界預期，成功
出售台灣電視業務讓集團部分 「止血」 ，有望支持股價
抽升一成。

本報記者 李潔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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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懷邦辭任交行董事長
繼前中行（03988）董事長肖鋼接替郭樹清擔任中

證監主席一職後，再有內地銀行出現高層變動。交通銀
行（03328）昨日宣布，根據國家金融工作需要，胡懷
邦已辭去該行董事長、執行董事和董事會戰略委員會主
任委員職務，自2013年4月15日起生效，但交行未有公
布繼任人選。而早前有報道指，胡懷邦將接替陳元，調
任國家開發銀行行長。

■農行獲批建東京分行
農行（01288）昨日宣布，東京分行的設立申請已

於2013年4月12日（當地時間）獲得日本金融廳的正式
批准。此前，該行東京分行的設立申請已獲中銀監批准
，即該行東京分行的設立已獲得所有必須的監管機構批
准。

■中煤能源煤炭銷售增13.7%
中煤能源（01898）公布今年3月份主要生產經營數

據，其中商品煤產量1051萬噸，按年增3%；焦炭產量
增23.1%至16萬噸。煤炭銷售量按年增13.7%至1463萬噸
；而煤礦裝備產值達5.26億元人民幣，按年減少36.8%
。中煤能源昨天收報6.3元，下跌2.33%。今年首季，公
司的商品煤產量達2966萬噸，按年增0.6%；焦炭產量增
7%至46萬噸。煤炭銷售量3678萬噸，按年增4%。

■東風汽車首季銷量跌22%
東風集團（00489）公布，旗下東風汽車於今年3月

份汽車銷量按年跌12.9%至30154輛，而今年首季銷量則
跌21.8%至60897輛。按產品分類，今年3月份東風售出
輕型車18607輛，按年跌16.5%；運動型多用途車（SUV
）、商務車（MPV）及皮卡的銷量則11547輛，按年跌
6.4%；發動機銷量為16384個，按年跌13.3%。

■中冶首三月簽約金降21%
中國冶金科工（01618）公布，2013年首3個月累計

新簽合同額419.07億元（人民幣，下同），較上年同期
降低20.8%，其中新簽海外合同額為28.21億元。

■CSOS推粵港急救服務
CSOS（深圳市豐捷救援服務）宣布，於昨天起推

出粵港 「999」緊急救援會員服務計劃，以會員制為居
於廣東省香港居民提供從內地至香港 「床到床」對接的
「一站式」緊急救援服務。公司首席執行官路海寬表示

，期望至今年底公司可以將服務範圍由廣東省擴展至全
國各省市直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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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電訊商加緊部署推出4G服務，內
地媒體《新浪科技》引述消息人士指，中
移動（00941）最快4月下旬啟動首次進行
4G終端招標，計劃採購量達16萬部，佔全
年124萬部採購計劃總數約13%。其中MIFI
約3萬部，CPE約10多萬部，另有TD-LTE
（分時長期演進）手機約1萬部，目標可趕
及今年夏季檔期推出。

此次中移動採購的4G終端為TD-LTE
制式，此前已披露的信息顯示，中移動今
年終端的採購，其中90%為MIFI及CPE，
另10%為數據卡。事實上，有傳中移動因
憂 慮 技 術 還 不 成 熟 ， 故 初 步 未 有 將
TD-LTE手機列採購數量，而最新消息暗

示中移動仍希望可盡快採購到合格的
TD-LTE手機。

報道指，MiFi是一個便攜式線裝置，
大小相當於一張信用卡，集調制解調器、
路 由 器 和 接 入 點 功 能 ， 一 般 能 支 持
TD-LTE、TD-SCDMA（時分同步碼分
多址）、FDD（頻分雙工）LTE、EDGE
（增強數據率演進）等多種制式。CPE是
一種把高速4G訊號轉換成WiFi訊號的設備
，功能跟MiFi相似，但體積較大，一般需
要外接電源供電。其AP（無線接入點）功
能、路由器性能更強，可同時接平板電腦
、智能手機、筆記本等移動終端幾十個同
時使用。

中移動擬下周4G終端招標

壹傳媒出售台灣業務事件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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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容

有傳指台灣壹傳媒因錄得巨額虧損，令集團主席黎智英
萌生賣盤的念頭，包括旗下台灣蘋果日報、台灣爽報及
台灣壹周刊

壹傳媒集團（00282）發出公告，否認賣盤傳聞

壹傳媒發出公告，表示集團已獲得獨立第三方接洽，指
第三方人士有意購買壹傳媒集團在台灣的平面媒體業務
（包括台灣蘋果日報、台灣爽報及台灣壹周刊），現正
進行初步磋商

壹傳媒宣布旗下電視業務以14億新台幣將之售予年代集
團董事長練台生。翌日練台生亦就該交易支付1.4億新台
幣訂金。不過壹傳媒強調，該交易只是簽訂意向書，而
意向書本身並不具有法律約束力，換言之交易還有變數

壹傳媒公告，承認跟獨立第三方初步討論有關出售其台
灣的平面媒體業務（包括台灣蘋果日報、台灣爽報及台
灣壹周刊），但強調沒有議定任何具體條款，包括出售
價，亦無簽訂任何協議

壹傳媒再次停牌並公布，集團決定將台灣所有媒體業務
（包括壹電視、台灣蘋果日報、台灣爽報、台灣壹周刊
）售予中國信託慈善基金會董事長辜仲諒，作價新台幣
175億元。至於集團與練台生在10月1日簽訂的交易意向
書，則在雙方同意下終止

台灣金管會否決辜仲諒入主台灣壹傳媒的計劃，指出辜
仲諒的家族對中國信託金融集團有實質控制權，依據 「
產金分離」 的政策，禁止其入主媒體等產業，也不能當
壹傳媒代表人，其若參與投資，股份不得超過20%，意
味交易案出現變數

買家除中國信託慈善基金會董事長辜仲諒、台塑集團總
裁王文淵、旺旺集團主席蔡衍明，新增了龍巖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長李世聰、台灣產物保險董事長李泰宏。據了
解，因受當地法令限制，交易拆分成報刊與電視、由不
同股東認購；台灣《蘋果日報》、《爽報》及《壹周刊
》的買家包括辜仲諒、王文淵、李世聰和旺旺中時集團
總經理蔡紹中，出資比例分別為20%、34%、14%與
32%。電視部分，蔡紹中原可認購的32%股權，改由李
泰宏接手認購

辜仲諒、王文淵、蔡衍明等買家決定不再續約，停止併
購案。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表示不會再賣台灣《蘋果
日報》與《壹周刊》等平面媒體

壹傳訊及Max Growth同意向練台生悉售壹電視全數待售
股份及轉讓股東貸款，總代價為14億新台幣（相當於
3.63億港元）

據外電報道，意大利電訊董事會
就和黃（00013）合併意大利電訊股
份籌組的特別委員會，將於本月17日
或18日舉行首次會議，預期最快可於
下月初完成交易影響之評估，意味和
黃有望於5月份正式啟動併購。消息
人士指出，由多名意大利電訊股東或
董事組成的特別委員會，將評估合併
對業務帶來的影響，包括3意大利的
資產、客戶及產品等，若結果屬正面
，將正式啟動合併談判。有接近交易
人士透露，和黃非常關注意大利電訊
的債務問題，截至2012年底，意大利
電訊負債高達283億歐元（約2870億
港元）。

意大利電訊現時由單一大股東
Telco持股22.4%，而西班牙
電訊（Telefonica）則持有
Telco約46.2%股權，意大利
銀行Intesa Sanpaolo及保險
公 司 Assicurazioni Generali
則 各 持 30.6% 及 11.6% 。
Intesa Sanpaolo 行 政 總 裁
Enrico Cucchiani曾表示，
將細心研究是次交易影響。

另外，美銀美林發表報告指出，
和黃旗下3意大利與意大利電訊合併
，但或有監管及財務障礙，故交易成
事的機率仍遠未能確認。儘管交易是
可令3意大利規模立即擴大的為數不
多的選擇之一，惟投資者反應取決於
和黃需支付的現金及資金來源，而該
行分析顯示，即使不計合併帶來的協
同效應，該交易亦應有助提升其盈利。

報告指出，仍未知監管部門會否
批准兩家公司合併，意大利電訊及3
意大利在當地的市場份額分別為35%
及10%，合計達到45%，但意大利有
大量移動互聯網運營商。該行維持和
黃的 「買入」評級，目標價98元不變。

和黃昨收報81.85元，升0.6元。

外電引述消息指，荷蘭國際集團（
ING）有意於5月開始，出售所持市值約12
億美元（約93.6億港元）的泰國軍人銀行
（TMB Bank）股權。報道又指，ING特
意在馬來西亞大選後進行，以吸引更多買
家競購，並希望吸引馬來西亞聯昌集團（
CIMB Group Holdings Bhd）及馬來西亞
銀行（Malayan Banking Bhd）加入競購。

ING近期積極出售資產，以向政府償
還2008年為救助該行而注入的資金。泰國
軍人銀行目前巿值約38億美元，ING計劃
出售其持有的31%股權。是次出售預計亦
會吸引日本、中國和韓國銀行參與，甚至
有買家可能對泰國軍人銀行提出收購要約
。據悉，ING已選定摩通為是次交易尋求
買家。

和黃傳最快下月併意電訊

ING擬93億售泰國銀行股權

國壽（02628）昨日公布，首季累計原保險保費收
入約為1119億元人民幣（下同），按年倒退1.67%，但3
月份保費收入為390億元，較2月份的261億元大幅反彈
49.43%。但相較於已公布首季保費收入的同業，如平保
（02318）及太平（00966）的人壽保費收入均錄得雙位
數增長，國壽的保險收入明顯較弱。

建銀國際高級分析師余啟正表示，雖然國壽3月份
保費收入較2月份明顯反彈，但認為是由於2月份正值農
曆新年長假，保費銷售減少所致。他指出，相對於已公
布首季保費收入的同業，國壽首季的保費收入明顯較弱
，倒退1.67%，但同業如平保及太平的壽險保費收入則
分別增長14.93%至556.7億元及73.3%至197.25億元。

他指出，國壽新業務保費收入無論是個人渠道或銀
保渠道仍然下跌，料國壽未來將於主要銷售渠道上做工

夫，多銷售一些高利潤的保單。而按內地保險業慣例，
首季主要集中推售銀保，第二季開始集中個人渠道。他
預期，國壽全年保費收入可望有正增長，約2%至3%，
至增幅未來會否加大，則言之過早。

此外，國壽並宣布，與母公司中國人壽保險集團、
中國人壽財產保險公司、國發創投及東吳證券訂立合夥
協議，出資100億元成立合夥企業。國壽將出資50億元
、國發創投出資30億元、東吳證券10億元，而母公司及
國壽產險則各出資5億元，佔合夥企業分別50%、30%、
10%、5%及5%股權。而合夥企業的經營範圍為城市基
礎設施建設投資，城市發展產業投資，相關投資管理、
投資諮詢。國壽表示，是次交易有助於公司獲得長期穩
定的現金投資收益，改善資產負債匹配情況，並可以此
為契機與蘇州市政府開展合作，支援保險主業的發展。

▲國壽昨日公布，首季累計原保險保費收入約為
1119億元人民幣，按年倒退1.67%

▲意大利電訊股份籌組特別委員會，將於本
月17日或18日舉行首次會議

▲

壹傳媒以14億新台
幣（約3.63億港元）
出售壹電視業務

▲年代董事長練台生
失而復得，成為壹電
視的掌權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