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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移動回A獲批 料籌560億
有望超中電信 登A股近十年IPO集資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
“小小超”李澤楷旗下富衛集團IPO又
有新進展，據外電報道，富衛將完成新
一輪私募融資，籌集超過14億美元，
公司正評估在香港進行首次公開發售的
計劃，預期估值將達到90億美元。

李嘉誠基金會盈科拓展撐場
報道引述知情人士指，根據14日的

一份聲明，富衛在14日敲定了這項交易，
該交易由投資者Apollo Global Manage-
ment和加拿大養老基金投資董事會(CP-
PIB)牽頭。其他投資者包括瑞士再保險、
李嘉誠基金會、及同是李澤楷旗下的盈科
拓展集團、泰國匯商銀行(SCB)和菲律賓
的 Metro Pacific Investment
Corp(MPIC)。

聲明指出，富衛計劃利用私人配售所
籌現金來發展其業務並降低槓桿。其中一
位消息人士說，隨着新資金到位，香港
IPO可能會比計劃中的美國交易規模要
小。

富衛原擬在美國進行規模達20億至
30億美元IPO，在監管批准被推遲之後，
決定轉向香港IPO。消息人士稱，該公司
上周獲得了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的
初步批准，可以向投資者進行營銷路演，
但還需要監管機構的完整審批，該公司因
而不再尋求在美國IPO，改為尋求在香港
上市，料最早於明年在香港上市。而隨着
今次私募的新資金到位，香港IPO的集資
額可能會比計劃中的美國交易規模要小。

外電早前報道指，富衛香港IPO的集
資規模約20億美元。消息人士14日則
稱，富衛香港IPO的規模和時間表還未確
定。富衛也對轉向香港IPO不予置評。

消息人士14日又稱，富衛創始人李
澤楷的加權投票權將被取消，以使該公司
符合香港的上市規則，該規則只允許創新
公司擁有這種股權結構。

順豐同城首掛跌 每手蝕304元
其他新股方面，順豐旗下順豐同城14

日掛牌上市，開市後便跌穿招股價，最低
曾見13.76元（港元，下同），收報14.9
元，較招股價16.42元跌1.52元或9.3%，
成交2,663.9萬股，涉資3.95億元。不計
手續費，每手賬面蝕304元。

董事會主席陳飛於線上記者會表示，
近期全球資本市場持續波動，認為首日掛
牌股價表現波動屬正常，相信“真金不怕
洪爐火”，期待未來業績及財務表現可令
投資者滿足，相信長遠股價將可反映公司
實際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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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周曉菁

中移動獲批回A股上市，中證監

13日晚正式核發中移動的A股IPO批

文，14日凌晨中移動發布招股意向

書，擬於本周四、周五進行初步詢價

以確定發行價格，12月22日啟動網

上申購。市場料其集資規模約為560

億元（人民幣，下同），有望超過中

電信的542億元A股 IPO，榮膺A股

近十年來最大IPO之首。若中移動順

利上市，三大電訊股相繼在美退市後

將成功“會師A股”。

中移動招股書披露，公司擬公開發行A股股
份數量不超過8.457億股，即不超過本次

發行後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的3.97%（行使超
額配售選擇權之前），若行使超額發售則不超
過本次發行A股股數（行使超額配售選擇權之
前）15%的A股股份。若“綠鞋”全額行使，
中國移動發行總股數將擴大至9.73億股，佔發
行後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的比例約為4.53%。

預測全年多賺6%至8%
中移動亦對2021全年業績作出預測，料營

業收入約為8,448.77億元至8,525.58億元，同
比增長幅度約為10%至11%；歸屬於母公司股
東的淨利潤約為1,143.07億元至 1,164.64 億
元，同比增長幅度約為6%至8%。

籌資用途方面，本次發行募集資金將投入
5G精品網絡建設、雲資源新型基礎設施建設、
千兆智家建設、智慧中台建設、新一代信息技
術研發及數智生態建設等，上述所有項目的投
資總額約在1,569億元。

中移動董事長楊杰在11月初一次論壇中曾
透露，中移動建設5G基站已超過56萬個，規
模為全球最大，發展5G套餐客戶3.6億戶、終
端客戶2.5億戶。到2022年底前，中移動5G網
絡將基本實現全國鄉鎮以上5G連續覆蓋，以

及重要園區、熱點區域、發達農村的有效覆
蓋。

券商看好5G運營商前景
華泰證券近日發布的研報指出，運營商在

行業政策、競爭環境、成長預期以及經營效率
等方面正在經歷顯著變化。5G商用以來，在內
地5G用戶滲透率快速提升，以及在運營商行
業競爭有望趨於理性背景下，國內運營商移動
業務營收有望於未來三年持續回暖。另一方
面，5G應用發展有望催生ToB市場機遇，未
來企業上雲和數字化轉型將給運營商帶來更為
廣闊的增長空間，產業數字化業務有望成為國
內運營商新的增長點，營收佔比有望持續快速
提升。

在中移動回A前，中聯通2002年10月已
在A股上市，中電信也於今年8月回到A股上
市，當時共集資542億元，為A股近十年來最
大IPO寶座。若近期中移動成功登陸A股，內
地三大電信運營商將在A股齊聚。

中移動回A消息利好，股價最高曾見47.2
港元，但難抵港股大市三連跌，收報46.1港
元，跌0.54%，公司市值9,439.2億港元。中
聯通收報3.85港元，跌0.52%；中電信則平收
2.55港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
樂）美國發招無理打壓中概股，瑞
銀投資銀行亞太區主管及中國總裁
金弘毅14日表示，現時在美國掛牌
的中概股約240多家，合計總市值
9.2萬億港元，其中17家但佔上述
總市值69%在港第二次上市。未在
香港上市但符合香港上市條例約有
50多家，佔上述總市值的約30%，
明年可能該批企業當中或有很多選
擇來港上市。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確
定實施《外國公司問責法案(HF-
CAA)》，要求外國公司提供審計
底稿供美國檢查，否則可能3年內
被紐交所和納斯達克市場除牌，
讓在美上市的中概股陷入有可能
遭除牌的憂慮。在此情況下，金
弘毅預期，明年會陸續看到更多
相關公司回港上市。至於餘下的
170多家公司，只佔總市值2%，
亦不符合香港上市規則，他認為
未來港交所可能會檢討上市規
則，令相關公司將來亦有機會成
功回流香港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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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9男1女 多理大暴動餘孽 私藏大殺傷力槍械

警方檢獲
黑暴裝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就警方再搜出氣槍、武
器，多名政界人士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事件反映反
中亂港分子仍死心不息，呼籲社會要警惕本土恐怖主義，當
發現可疑事件時，立即向執法部門舉報，一同維護社會安
寧。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表示，立法會換屆選舉投票日將
到，反中亂港分子企圖以各種方法破壞選舉順利進行，令選民

不敢投票，今次警方採取果斷行動，偵破犯罪團夥，值得一
讚，作為市民也應該提高警覺，當發現有問題時，立即舉報。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警察協會副會長曾偉雄表示，根據新
聞報道，今次警方搜出的武器，並非黑社會或其它有組織犯罪
集團慣常使用的武器。相信警方會調查案件是否涉及暴力極端
主義，市民也須提高警惕，發現可疑情況或行為時，應盡快通
知警方。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警務
處前處長鄧竟成表示，今次事件
證明警方一直高度關注本土恐怖主義
的動靜，適時採取拘捕行動。他指，香
港國安法落實後，社會由亂到治，但仍然有反中亂港分子死
心不息，隨着立法會選舉將近，市民大眾應提高警覺，當發
現有可疑情況時，立即舉報，由警方採取專業行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香港警方在今次行動中
檢獲的11支預壓式充氣高壓氣槍，具巨大殺傷力。警方指，
此類槍械雖非如傳統真槍實彈般使用火藥來驅動及發射，
但同樣可以對人體或財產造成嚴重或致命傷害，當中部分
預壓式充氣高壓氣槍的性能，與傳統真槍實彈的步槍威力
不相伯仲，甚至殺傷力更高，由於發射原理不同，預壓式
高壓氣槍的發射子彈聲音較小，令槍手不容易被發現，若配
合尖頭鉛彈，準繩度和殺傷力都具奪命威脅。

壓縮空氣突釋放 自動回膛可連發
預壓式氣槍又稱預先充入壓縮空氣式氣槍（Pre-Charge

Pneumatic 或簡稱 PCP），是由高壓儲氣室、高壓排氣閥、槍
管、擊發組等組成的一種氣槍，又稱硬氣彈槍，它結合了多次
泵壓型和單次泵壓型氣槍的長處，可調整發射威力，精確度

高，無後坐力，由於壓縮空氣是預先用空氣壓縮
機打進一個潛水空氣瓶，充氣只需用一段高壓氣管
經過電動氣壓泵將氣槍和氣瓶連起來就可，其發射原理
是，用壓縮氣能量突然釋放推動子彈發射，因這種氣槍使用
“自動回膛”技術，利用發射鉛彈時的剩餘氣壓，再次上
膛，故射擊途中不需泵氣，可連續射擊，一般用於野外靶競
賽或狩獵。

就今次檢獲的其中一支預壓式充氣高壓氣槍，根據生產
商及官網資料顯示，該型號氣槍配有一個650cc的高壓氣
樽，充滿氣之後可以達到4,500psi，而該氣槍為點72口徑，
相比大多數的火器及槍械的口徑更大。當充滿氣後，可連續
發射3發至4發子彈，而每一發子彈的槍口能量可高達2,000
焦耳，可輕易粉碎建築磚頭。另有海外用家在打獵時，在一定
距離內一槍即擊斃一隻成年野鹿。

被捕9男1女，年齡由21歲至46歲，涉嫌“無牌管有槍械”、
“管有攻擊性武器”、“無牌管有無線電通訊器”和“未經許

可進口戰略物品”等罪名被扣查。

檢獲200支氣槍6700發子彈
據悉，被捕的9男1女中，最少7人曾涉及理大暴動或其他修例風

波黑暴案。其中21歲姓翁女子，涉嫌於2019年11月18日在“營救”
被警方包圍在理大校園內的黑暴同黨時，在油麻地窩打老道及咸美頓街
交界參與暴動，她和前“學民思潮”發言人黃子悅等15人同被控暴
動，案件將於2023年開審。另一名26歲姓黃無業青年，在去年2月在
黃大仙的非法集結中，涉嫌無牌管有無線電器材被拘控。至於最年長的
46歲姓黃男子，曾在2013年涉嫌從美國郵購槍支和子彈，2014年6月
被郵局職員揭發，警方在其工作地點及住所搜出兩把手槍、三支來福槍
及逾9,000發子彈，他被判囚6年，早前剛服完刑出獄。此外，另5名被
捕青年自認曾參與2019年涉及理大的暴動，但在警方圍捕中逃脫。

警方早前根據情報分析及深入調查，鎖定這個潛在的暴力犯罪
團夥，相信他們將大批槍械和武器儲存在新蒲崗七寶街振發工廠大
廈和大角咀福全街志發工廈的劏房內，其中一名成員早前在海外郵
購預壓式充氣高壓氣槍，被海關在機場貨運站截獲。

至近日，警方認為時機成熟，遂於本月12日和13日分別搜查11
個住宅及兩個工廈單位，檢獲大批黑暴裝備、攻擊性武器，並首次發
現殺傷力與真槍無異的預壓式充氣高壓氣槍，另有包括一支以氣體推
動的煙霧彈發射器，6,700發口徑點25至點82的鉛彈及軍用級防毒面
具等。

高度警惕潛藏社區暴力分子
據了解，雖然有人聲稱這批武器裝備用來玩“戰爭遊戲”，但

警方就各人的背景分析，懷疑他們另有圖謀。
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警司陳昕14日表示，在過去兩年的修

例風波暴力罪行中，曾有暴徒使用火藥和其他化學物品自製煙霧彈，並
使用同類的煙霧彈發射器射向人群和執法人員，持續地製造混亂。

警方調查顯示，今次被捕的部分人中，更有曾經積極參與
在當年的暴力活動者，雖然他們並非屬於已知的暴力組織，
但今次行動中檢獲大量具殺傷力武器，不排除他們是潛
藏在社區的暴力分子。

陳昕續指，由於在過去一段時間曾發生“孤狼式”
恐襲，包括銅鑼灣刺警案，警方非常關注該類暴力事件
是否會死灰復燃，將會繼續積極進行情報跟進，調查該
團夥犯管有武器的意圖，包括是否計劃在本月19日立
法會換屆選舉投票日犯案。

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高級督
察林欣鎏表示，行動中檢獲大量槍械及
戰略物資，其中190支改裝的氣槍，部
分發射動能超過法定兩焦耳，在《火
器及彈藥條例》下被視為槍械，而
以氣體推動的煙霧彈發射器，
可以用作發射化學物品，也
符合香港法例第238章《火
器及彈藥條例》的槍械
定義。

各界：不容本土恐怖主義復燃

一彈擊殺野鹿 威力堪比真槍

預壓式充氣
高壓氣槍

11支

煙霧彈發射器
（由模型流彈發
射器改裝）

1支

氣槍
（經改裝）

190支

鉛彈
（點25至點82口徑）

6,700發

電動氣泵、氣樽

多個

短刀、斧

多把
防彈板（軍用級）

16塊
防毒面具（軍用級）

9個

對講機

6部
濾罐（軍用級）

5個

●●警方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警方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1212日起展開一連兩日行動日起展開一連兩日行動，，檢獲大量槍械檢獲大量槍械，，拘捕拘捕99
男男11女女，，其中多人曾參與反修例暴亂其中多人曾參與反修例暴亂。。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警搗黑暴武器庫
排恐襲立選風險

香 港 新 聞 2021年12月15日（星期三）4 ●責任編輯：樓軒閣

香港立法會換屆選舉在即，黑暴殘餘勢力亂港之心不死。香港警方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

科根據情報和海關線索，日前展開代號“拓宇”行動，偵破一個由香港理工大學黑暴分子為主的

潛在暴力犯罪團夥，拘捕10人，當中7人是參與理工大學暴動的漏網分子及被捕分子，也有涉槍

彈案的釋囚。警方行動中在兩個工廈武器庫內，檢獲200支由外國郵購的改裝氣槍，包括11支可

一槍致命的預壓式高壓氣槍，以及6,700發不同口徑鉛彈，另有發射土製煙霧彈的發射器、軍用級

防毒面具及防彈板等（見表）。警方不排除有人圖謀“復活”黑暴，使用大殺傷力武器裝備在重

要日子搞破壞，包括是否計劃在本月19日（周日）立法會換屆選舉投票日犯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BB33
星期四       2021年12月16日       Thursday, December 16, 2021

神州經濟中 國 經 濟 2021年12月15日（星期三）3 ●責任編輯：周文超

中移動回A獲批 料籌560億
有望超中電信 登A股近十年IPO集資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
“小小超”李澤楷旗下富衛集團IPO又
有新進展，據外電報道，富衛將完成新
一輪私募融資，籌集超過14億美元，
公司正評估在香港進行首次公開發售的
計劃，預期估值將達到90億美元。

李嘉誠基金會盈科拓展撐場
報道引述知情人士指，根據14日的

一份聲明，富衛在14日敲定了這項交易，
該交易由投資者Apollo Global Manage-
ment和加拿大養老基金投資董事會(CP-
PIB)牽頭。其他投資者包括瑞士再保險、
李嘉誠基金會、及同是李澤楷旗下的盈科
拓展集團、泰國匯商銀行(SCB)和菲律賓
的 Metro Pacific Investment
Corp(MPIC)。

聲明指出，富衛計劃利用私人配售所
籌現金來發展其業務並降低槓桿。其中一
位消息人士說，隨着新資金到位，香港
IPO可能會比計劃中的美國交易規模要
小。

富衛原擬在美國進行規模達20億至
30億美元IPO，在監管批准被推遲之後，
決定轉向香港IPO。消息人士稱，該公司
上周獲得了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的
初步批准，可以向投資者進行營銷路演，
但還需要監管機構的完整審批，該公司因
而不再尋求在美國IPO，改為尋求在香港
上市，料最早於明年在香港上市。而隨着
今次私募的新資金到位，香港IPO的集資
額可能會比計劃中的美國交易規模要小。

外電早前報道指，富衛香港IPO的集
資規模約20億美元。消息人士14日則
稱，富衛香港IPO的規模和時間表還未確
定。富衛也對轉向香港IPO不予置評。

消息人士14日又稱，富衛創始人李
澤楷的加權投票權將被取消，以使該公司
符合香港的上市規則，該規則只允許創新
公司擁有這種股權結構。

順豐同城首掛跌 每手蝕304元
其他新股方面，順豐旗下順豐同城14

日掛牌上市，開市後便跌穿招股價，最低
曾見13.76元（港元，下同），收報14.9
元，較招股價16.42元跌1.52元或9.3%，
成交2,663.9萬股，涉資3.95億元。不計
手續費，每手賬面蝕304元。

董事會主席陳飛於線上記者會表示，
近期全球資本市場持續波動，認為首日掛
牌股價表現波動屬正常，相信“真金不怕
洪爐火”，期待未來業績及財務表現可令
投資者滿足，相信長遠股價將可反映公司
實際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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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周曉菁

中移動獲批回A股上市，中證監

13日晚正式核發中移動的A股IPO批

文，14日凌晨中移動發布招股意向

書，擬於本周四、周五進行初步詢價

以確定發行價格，12月22日啟動網

上申購。市場料其集資規模約為560

億元（人民幣，下同），有望超過中

電信的542億元A股 IPO，榮膺A股

近十年來最大IPO之首。若中移動順

利上市，三大電訊股相繼在美退市後

將成功“會師A股”。

中移動招股書披露，公司擬公開發行A股股
份數量不超過8.457億股，即不超過本次

發行後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的3.97%（行使超
額配售選擇權之前），若行使超額發售則不超
過本次發行A股股數（行使超額配售選擇權之
前）15%的A股股份。若“綠鞋”全額行使，
中國移動發行總股數將擴大至9.73億股，佔發
行後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的比例約為4.53%。

預測全年多賺6%至8%
中移動亦對2021全年業績作出預測，料營

業收入約為8,448.77億元至8,525.58億元，同
比增長幅度約為10%至11%；歸屬於母公司股
東的淨利潤約為1,143.07億元至 1,164.64 億
元，同比增長幅度約為6%至8%。

籌資用途方面，本次發行募集資金將投入
5G精品網絡建設、雲資源新型基礎設施建設、
千兆智家建設、智慧中台建設、新一代信息技
術研發及數智生態建設等，上述所有項目的投
資總額約在1,569億元。

中移動董事長楊杰在11月初一次論壇中曾
透露，中移動建設5G基站已超過56萬個，規
模為全球最大，發展5G套餐客戶3.6億戶、終
端客戶2.5億戶。到2022年底前，中移動5G網
絡將基本實現全國鄉鎮以上5G連續覆蓋，以

及重要園區、熱點區域、發達農村的有效覆
蓋。

券商看好5G運營商前景
華泰證券近日發布的研報指出，運營商在

行業政策、競爭環境、成長預期以及經營效率
等方面正在經歷顯著變化。5G商用以來，在內
地5G用戶滲透率快速提升，以及在運營商行
業競爭有望趨於理性背景下，國內運營商移動
業務營收有望於未來三年持續回暖。另一方
面，5G應用發展有望催生ToB市場機遇，未
來企業上雲和數字化轉型將給運營商帶來更為
廣闊的增長空間，產業數字化業務有望成為國
內運營商新的增長點，營收佔比有望持續快速
提升。

在中移動回A前，中聯通2002年10月已
在A股上市，中電信也於今年8月回到A股上
市，當時共集資542億元，為A股近十年來最
大IPO寶座。若近期中移動成功登陸A股，內
地三大電信運營商將在A股齊聚。

中移動回A消息利好，股價最高曾見47.2
港元，但難抵港股大市三連跌，收報46.1港
元，跌0.54%，公司市值9,439.2億港元。中
聯通收報3.85港元，跌0.52%；中電信則平收
2.55港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
樂）美國發招無理打壓中概股，瑞
銀投資銀行亞太區主管及中國總裁
金弘毅14日表示，現時在美國掛牌
的中概股約240多家，合計總市值
9.2萬億港元，其中17家但佔上述
總市值69%在港第二次上市。未在
香港上市但符合香港上市條例約有
50多家，佔上述總市值的約30%，
明年可能該批企業當中或有很多選
擇來港上市。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確
定實施《外國公司問責法案(HF-
CAA)》，要求外國公司提供審計
底稿供美國檢查，否則可能3年內
被紐交所和納斯達克市場除牌，
讓在美上市的中概股陷入有可能
遭除牌的憂慮。在此情況下，金
弘毅預期，明年會陸續看到更多
相關公司回港上市。至於餘下的
170多家公司，只佔總市值2%，
亦不符合香港上市規則，他認為
未來港交所可能會檢討上市規
則，令相關公司將來亦有機會成
功回流香港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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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移動回A獲批 料籌560億
有望超中電信 登A股近十年IPO集資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
“小小超”李澤楷旗下富衛集團IPO又
有新進展，據外電報道，富衛將完成新
一輪私募融資，籌集超過14億美元，
公司正評估在香港進行首次公開發售的
計劃，預期估值將達到90億美元。

李嘉誠基金會盈科拓展撐場
報道引述知情人士指，根據14日的

一份聲明，富衛在14日敲定了這項交易，
該交易由投資者Apollo Global Manage-
ment和加拿大養老基金投資董事會(CP-
PIB)牽頭。其他投資者包括瑞士再保險、
李嘉誠基金會、及同是李澤楷旗下的盈科
拓展集團、泰國匯商銀行(SCB)和菲律賓
的 Metro Pacific Investment
Corp(MPIC)。

聲明指出，富衛計劃利用私人配售所
籌現金來發展其業務並降低槓桿。其中一
位消息人士說，隨着新資金到位，香港
IPO可能會比計劃中的美國交易規模要
小。

富衛原擬在美國進行規模達20億至
30億美元IPO，在監管批准被推遲之後，
決定轉向香港IPO。消息人士稱，該公司
上周獲得了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的
初步批准，可以向投資者進行營銷路演，
但還需要監管機構的完整審批，該公司因
而不再尋求在美國IPO，改為尋求在香港
上市，料最早於明年在香港上市。而隨着
今次私募的新資金到位，香港IPO的集資
額可能會比計劃中的美國交易規模要小。

外電早前報道指，富衛香港IPO的集
資規模約20億美元。消息人士14日則
稱，富衛香港IPO的規模和時間表還未確
定。富衛也對轉向香港IPO不予置評。

消息人士14日又稱，富衛創始人李
澤楷的加權投票權將被取消，以使該公司
符合香港的上市規則，該規則只允許創新
公司擁有這種股權結構。

順豐同城首掛跌 每手蝕304元
其他新股方面，順豐旗下順豐同城14

日掛牌上市，開市後便跌穿招股價，最低
曾見13.76元（港元，下同），收報14.9
元，較招股價16.42元跌1.52元或9.3%，
成交2,663.9萬股，涉資3.95億元。不計
手續費，每手賬面蝕304元。

董事會主席陳飛於線上記者會表示，
近期全球資本市場持續波動，認為首日掛
牌股價表現波動屬正常，相信“真金不怕
洪爐火”，期待未來業績及財務表現可令
投資者滿足，相信長遠股價將可反映公司
實際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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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周曉菁

中移動獲批回A股上市，中證監

13日晚正式核發中移動的A股IPO批

文，14日凌晨中移動發布招股意向

書，擬於本周四、周五進行初步詢價

以確定發行價格，12月22日啟動網

上申購。市場料其集資規模約為560

億元（人民幣，下同），有望超過中

電信的542億元A股 IPO，榮膺A股

近十年來最大IPO之首。若中移動順

利上市，三大電訊股相繼在美退市後

將成功“會師A股”。

中移動招股書披露，公司擬公開發行A股股
份數量不超過8.457億股，即不超過本次

發行後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的3.97%（行使超
額配售選擇權之前），若行使超額發售則不超
過本次發行A股股數（行使超額配售選擇權之
前）15%的A股股份。若“綠鞋”全額行使，
中國移動發行總股數將擴大至9.73億股，佔發
行後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的比例約為4.53%。

預測全年多賺6%至8%
中移動亦對2021全年業績作出預測，料營

業收入約為8,448.77億元至8,525.58億元，同
比增長幅度約為10%至11%；歸屬於母公司股
東的淨利潤約為1,143.07億元至 1,164.64 億
元，同比增長幅度約為6%至8%。

籌資用途方面，本次發行募集資金將投入
5G精品網絡建設、雲資源新型基礎設施建設、
千兆智家建設、智慧中台建設、新一代信息技
術研發及數智生態建設等，上述所有項目的投
資總額約在1,569億元。

中移動董事長楊杰在11月初一次論壇中曾
透露，中移動建設5G基站已超過56萬個，規
模為全球最大，發展5G套餐客戶3.6億戶、終
端客戶2.5億戶。到2022年底前，中移動5G網
絡將基本實現全國鄉鎮以上5G連續覆蓋，以

及重要園區、熱點區域、發達農村的有效覆
蓋。

券商看好5G運營商前景
華泰證券近日發布的研報指出，運營商在

行業政策、競爭環境、成長預期以及經營效率
等方面正在經歷顯著變化。5G商用以來，在內
地5G用戶滲透率快速提升，以及在運營商行
業競爭有望趨於理性背景下，國內運營商移動
業務營收有望於未來三年持續回暖。另一方
面，5G應用發展有望催生ToB市場機遇，未
來企業上雲和數字化轉型將給運營商帶來更為
廣闊的增長空間，產業數字化業務有望成為國
內運營商新的增長點，營收佔比有望持續快速
提升。

在中移動回A前，中聯通2002年10月已
在A股上市，中電信也於今年8月回到A股上
市，當時共集資542億元，為A股近十年來最
大IPO寶座。若近期中移動成功登陸A股，內
地三大電信運營商將在A股齊聚。

中移動回A消息利好，股價最高曾見47.2
港元，但難抵港股大市三連跌，收報46.1港
元，跌0.54%，公司市值9,439.2億港元。中
聯通收報3.85港元，跌0.52%；中電信則平收
2.55港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
樂）美國發招無理打壓中概股，瑞
銀投資銀行亞太區主管及中國總裁
金弘毅14日表示，現時在美國掛牌
的中概股約240多家，合計總市值
9.2萬億港元，其中17家但佔上述
總市值69%在港第二次上市。未在
香港上市但符合香港上市條例約有
50多家，佔上述總市值的約30%，
明年可能該批企業當中或有很多選
擇來港上市。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確
定實施《外國公司問責法案(HF-
CAA)》，要求外國公司提供審計
底稿供美國檢查，否則可能3年內
被紐交所和納斯達克市場除牌，
讓在美上市的中概股陷入有可能
遭除牌的憂慮。在此情況下，金
弘毅預期，明年會陸續看到更多
相關公司回港上市。至於餘下的
170多家公司，只佔總市值2%，
亦不符合香港上市規則，他認為
未來港交所可能會檢討上市規
則，令相關公司將來亦有機會成
功回流香港上市。

瑞
銀
：
更
多
中
概
股
將
回
港
上
市

富
衛
私
募
融
資
近
14
億
美
元

謀
港
上
市

1414日收日收4646..11元元

貨幣單位貨幣單位：：港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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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島訊息

德州本地新聞

（中央社）民進黨雲林縣議員顏旭
懋疑涉入漁船走私毒品案，13日前往刑
事局南打中心說明，民進黨雲林縣黨部
表示，顏旭懋因涉案被檢調傳喚釐清，
但傳喚後請回，此案應與跟他無關。

據媒體報導，中部某縣市一名議員
疑涉入一宗漁船走私二級毒品案，屏東
地檢署前天指揮刑事局南部打擊犯罪中
心搜索約談到案，該縣議員否認，檢察
官認為他供詞避重就輕，有串滅證之虞
，向法院聲請羈押，但法院認為證據不

足，昨天裁定請回。
今晚傳出涉案議員是顏旭懋，民進

黨雲林縣黨部執行長林廉貴接受媒體採
訪表示，這案子其中一名人士與顏旭懋
熟識，因此被檢調傳喚釐清，但傳喚後
也沒發生什麼事。

黨部表示，顏旭懋說是因為漁船買
賣的事，與涉嫌走私毒品的船長有連絡
，才會被傳喚說明，並強調他沒有涉案
。

民進黨議員顏旭懋疑涉毒品案 雲林黨部：他被傳喚

（中央社） 「2021台北燈節」 17日
將登場，台北市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今
天表示，為維護活動交通秩序與安全，
萬華區康定路、西園路周邊道路17至26
日將實施交通管制。

交通警察大隊透過新聞稿表示，台
北市政府將於17至26日於萬華火車站周
邊、康定路、西園路等地舉辦 「2021台
北燈節」 活動，17日晚間7時至8時30
分會在萬華站前廣場舉行開幕活動。

為維護活動交通秩序與安全，交通
警察大隊說，將配合主辦單位於17至26
日下午4時至晚間11時執行相關交通管
制措施。

交管範圍包括萬華區康定路（長沙
街至艋舺大道）雙向封閉，橫交道路可
通行；西園路（西園至大理、大理至西
園路一段282巷）道路封閉，居民、店家
憑證出入，路邊停車車輛只出不入。

以及康定路101巷、172巷、188巷
、250巷、278巷、287巷、372巷近康

定路部分路段封閉，居民、店家憑證出
入，路邊停車車輛只出不入；永福街、
三水街、西園路一段203巷近康定路部分
路段封閉，居民、店家憑證出入，路邊
停車車輛只出不入；和平西路東往西、
西往東禁止左轉康定路，且不得迴轉，
請用路人提前改道。

交通警察大隊指出，17至26日的每
日下午3時至晚間11時也會實施停車管
制，管制範圍為康定路（長沙街至艋舺
大道）、康定路372巷（大理街42巷至
康定路）路邊停車格；康定路（長沙街
至艋舺大道）兩側騎樓、西園路（西園
至大理）東側騎樓、西園路（大理至西
園路一段282巷）兩側騎樓、康定路372
巷（大理街42巷至康定）北側騎樓。

若要參加活動的民眾，交通警察大
隊提醒，因活動周邊停車空間有限，周
邊嚴禁違規停車，請搭乘大眾捷運 （龍
山寺站、西門站等）步行至活動會場，
省時又便利。

2021台北燈節將登場 萬華區有交管措施

（中央社）法務部長蔡清祥今天表示，期許新上
任的司法官學院院長柯麗鈴，對品操不好學員勇於淘
汰；柯麗鈴說，精進司法官養成教育，持多元開放態
度，使受訓完成的司法官能符合人民期待。

法務部下午舉行媒體茶敘，邀請新到任的司法官
學院院長柯麗鈴分享理念。前身為司法官訓練所的司
法官學院，主要為經司法官特考及格而具有司法官身
分之法官、檢察官做職前訓練。

法務部長蔡清祥指出，司法官學院為孕育司法官
之搖籃，肩負司法教育的重責大任，並承載著司法改
革的千斤重擔，期許柯麗鈴教導學員懂得自我約束、
管理；對品操不好者，要嚴格把關，在2年培訓期間

應觀察教育，如果學員冥頑不靈，應勇於淘汰。
柯麗鈴則說，接下院長重要的工作，任務之一就

是接棒協助推動法律專業人才考試及任用新制，新制
主導為考選部，已制定法律專業人才資格考試、任用
相關草案，朝向四合一考試制度，四指4種人才為法
官、檢察官、律師及法律專業人員，草案已送到考試
院，後續會由行政院及司法院會銜，再送立法院審議
。

柯麗鈴指出，對於精進司法官養成教育部分，她
持多元、開放態度，希望學員能兼具有高度、廣度、
暖度，能從心出發，期許受訓完成的司法官能符合人
民期待。

蔡清祥：司法官學院學員 品操不好應勇於淘汰

（中央社）北市議員與消防員工作權益促進會呼籲檢討外勤
消防員補休制度及基層消防團體應參與防護小組。北市消防局今
天說，明年起將把基層代表加入防護小組，補休制度會參考外界
意見。

國民黨籍台北市議員徐巧芯、無黨籍北市議員邱威傑與消防
員工作權益促進會上午在議會開記者會，呼籲台北市消防局提供
外勤消防員完善補休制度、應找基層及消防團體參加防護小組。

徐巧芯在
記者會表示
，規定提到
消防員勤務
為 8 小時，

必要時可延長，但消防員申請補休一天，加班時間卻以24小時
折算，與其他公務員加班制度相比，非常不合理。

她說，消防員勤一休一制度，導致基層健康易受損害，但更
重要是基層人力不足，此外基層消防員也希望國定假日休假時可
合理化，呼籲應先解決基層人力問題。

邱威傑指出，依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公務機關應

組防護小組處理職場安全及衛生防護，但台北市消防局防護小組
缺乏基層代表，且未實質開會，應納入基層團體代表進防護小組
。

出席記者會的北市消防局副局長畢幼明表示，向來都很重視
基層權益及安全，且北市消防目前規劃補休制度與其他縣市比較
，已算不錯，但基層人力確實不足，會參考外界意見，並依相關
法令討論實際執行的可行方向。

他說，針對基層工作安全，除強力把關管理安全訓練外，每
天也會要求勤前教育等作法，防護小組委員目前確實由各科室主
管擔任，明年起基層代表將可進防護小組反映意見。

民團盼檢討基層補休制度北市消防局：會參考

美南金融 財富週報
盡覽金融市場動態，探討投資理財策略

上週財經回顧 （12/6-12/10）：在連續兩
週下跌後，美國股市於上週反彈，這得益於投
資者對美聯儲的政策和新冠病毒路徑的擔憂有
所減退。本周美聯儲將舉行FOMC會議，以及
有關omicron新變體會出台更多數據，這將對
這兩個影響市場的因素提供更多信息。到目前
為止，病毒新變體的影響似乎沒有最初預期的
那麼嚴重。截止上週五，道瓊斯工業指數收盤
35971點（週漲幅4%，年漲幅17.5%）， 標
普500指數收盤4712點（週漲幅3.8%，年漲
幅25.5%）， 納斯達克收盤15631點（週漲幅
3.6%，年漲幅21.3%）。

市場分析及投資建議：在月初的omicron
恐慌中， 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在幾個值得注意的
領域採取了略微強硬的立場。首先，他建議在
討論通脹時去掉“暫時性”一詞， 這含蓄地承
認通脹壓力比美聯儲預期的更持久。同時，鮑
威爾指出將美聯儲縮減資產負債表的步伐“提
前幾個月”可能是有道理的，因為這將為加息
提供一定的靈活性，尤其是在通脹持續居高不
下的情況下。

CPI通脹在11月份一直處於高位，總體通
脹數據為6.8%，為1982年以來的最高水平，
而核心通脹率為4.9%，符合預期但也有所上升

。與此同時，勞動力市場繼續顯示出改善的跡
象，失業率目前為4.2%，遠低於疫情高峰時的
14.8%。因此，在美聯儲的雙重任務—通脹和
勞動力市場之間—美聯儲可能正在將其重點轉
移到與通脹壓力作鬥爭。

分析師預計，美聯儲在本週的FOMC會議
上，將宣布加速縮減資產負債表的進程。這將
使美聯儲能夠在2022年第一季度結束逐步縮減
的進程，並在需要時為其加息週期的開始騰出
空間。本週投資者還將從美聯儲獲得一套新的
經濟預測，其中可能會更新經濟增長、通脹和
失業預測。雖然美聯儲可能會加速縮減進程，

但分析師認為它
仍有耐心和慎重
加息的空間。最後，鮑威爾還將討論美聯儲圍
繞 omicron 變體、通脹壓力以及美聯儲加息週
期路徑等關鍵問題的最新想法。

分析師預計，隨著美聯儲開始從系統中移
除流動性並開始加息週期，未來幾個月股市將
更加波動。但我們也提醒投資者，在通脹加劇
的環境中，股票是一種抗通脹的資產類別，其
表現往往與通脹率持平或優於通脹率，有助於
保持投資者的購買力。市場預計會有更多的價
值和周期性投資將表現良好，特別是在經濟增

長反彈和持續重新開放帶來的需求持續的情況
下。消費必需品和醫療保健等行業在回報和定
價能力方面可能有一定的追趕空間，這在通脹
高企的環境中尤其具有價值。去年表現良好的
高估值成長股將在未來幾個月面臨壓力，尤其
是具有投機性的高估值資產。雖然大盤科技股
的表現持續相對較好，但投資者應注意保持平
衡的投資組合， 合理分佈到不同行業。

撰稿人： Yingying Xu, Financial Advisor,
FINRA Registered Investment Advisor (RIA)

"最令人興奮的發現是，運動訓練將可以殺
死癌細胞的免疫細胞帶入腫瘤中..進行運動訓練
的小鼠腫瘤生長地更慢。"

Dai Fukumura博士，麻省總醫院放射腫瘤
科 Edwin L. Steele實驗室副主任

麻省總醫院和哈佛醫學院的研究人員發現
，運動訓練可以通過刺激自然免疫機制，減緩
腫瘤生長，改善女性乳腺癌患者的預後，尤其
是對那些接受免疫治療藥物治療的患者。

在患有人類乳腺癌的小鼠實驗中，在進行
有組織的有氧運動的小鼠中，腫瘤的生長速度
比久坐的小鼠生長更慢，並且運動小鼠中表現
出更強的腫瘤免疫反應。

“最令人興奮的發現是，運動訓練能夠將

可以殺死癌細胞的免疫細胞——細胞毒性T淋
巴細胞（CD8+T細胞）帶入腫瘤中，並激活它
們。 隨著這些細胞的增多，進行運動訓練的小
鼠體內的腫瘤生長會更加緩慢，”論文通訊作
者，麻省總醫院放射腫瘤學系Edwin L. Steele
實驗室副主任Dai Fukumura博士表示。

正如Fukumura 及其同事在《Cancer Im-
munology Research》雜誌上報導的那樣，運
動訓練的有益效果依賴於CD8+T細胞；當研究
人員在小鼠體內耗盡這些細胞後，運動小鼠體
內的腫瘤不再以較慢的速度生長。

他們還發現了CD8+T細胞向腫瘤的募集依
賴於兩種標記為CXCL9和CXCL11的化學募集
因子(趨化因子)的證據。這些趨化因子的水平在
運動的小鼠中增加，而缺乏這些趨化因子受體(
對接位點)的基因工程小鼠不能募集CD8+T細胞
，也沒有抗腫瘤作用。

麻省總醫院 Steele實驗室主任，哈佛醫學
院放射腫瘤學教授Rakesh K. Jain博士表示：
“與免疫細胞水平較低的腫瘤患者相比，CD8+

T細胞水平較高的腫瘤患者往往預後更
好，對治療的反應更好，並且癌症復發
的風險也更低，這種效果與鍛煉後小鼠
癌症轉移或擴散的發生率降低相呼應。

”
CD8+ T細胞對免疫檢查點抑製劑藥物的成

功也至關重要，如Keyturda(pembrolizumab)、
Opdivo (nivolumab)和 Yervoy (ipilimumab)，它
們使多種癌症的治療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但
迄今為止在乳腺癌治療方面的成效有限。研究
人員發現，鍛煉多的老鼠對免疫檢查點封鎖表
現出更好的反應，而這些藥物在久坐的老鼠身
上根本不起作用。

麻省總醫院Steele實驗室研究院，論文主
要作者之一，運動生理學家L. Gomes-Santos
博士表示：“我們的研究表明，每天進行中等
至劇烈強度的持續有氧運動訓練，每次持續
30-45分鐘，可誘導腫瘤微環境的重新深度編
輯，從而重新激發對腫瘤的免疫力。通過非藥
物方法將 CD8+T 細胞招募並激活到前所未有的
水平。類似的運動訓練可以推薦給參加運動腫
瘤學項目的患者。”

他指出，當前的臨床指南側重於總體健康
、提高健康水平和生活質量，但不一定側重於

改善癌症治療，尤其是免疫療法，這種缺乏證
據的方案限制了其在臨床實踐中的應用。

研究人員表示需要更有說服力的，基於機
制的數據來激發腫瘤學家與患者討論運動訓練
，激勵患者變得更加積極運動並擴大門診運動
腫瘤學計劃的實施。
關於美國麻省總醫院

麻省總醫院成立於1811年，是哈佛醫學院
最初設立且規模最大的教學醫院。我們擁有全
美最大的以醫院為基礎的研究項目，同時也是
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研究資金最大的接受者，
我們的研究項目橫跨醫院的20多個臨床部門和
中心。麻省總醫院可以為幾乎每一個專科和次
專科、內科和外科領域提供精準的診斷和治療
。我們的六個多學科護理中心以癌症、消化系
統疾病、心髒病、神經內科、血管醫學和創傷
中心的創新而聞名世界。另外麻省兒童總醫院
提供全面的小兒保健服務，從初級護理到運用
尖端療法診治複雜和罕見的疾病。麻省總醫院
連續多年被《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評為美國
最頂級醫院之一，也是唯一一家在所有16項專
科排名中均獲得名次的醫院。在接受評估的近
5000家醫院中，麻省總醫院自1990年評選舉
辦開始便一直佔據榮譽榜頂級醫院之列。

麻省總醫院發現運動改善免疫反應對乳腺癌的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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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一致认为会计是份好职业，学成归来

不愁没工作，但毕业回国至今一年多，我还是没

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年关将近，回顾这一年，24

岁的曾可馨心情有些复杂，她从没想过，自己从

英国留学回国后会陷入“毕业即失业”的窘境。

在网络世界，曾可馨是豆瓣“海归废物回收互助

协会”小组成员之一。这里有3万多人和她一样，

在父母亲朋的殷殷期待中出国，在激烈残酷的就

业竞争中发现，“海归”留学生的身份并未比国

内高校毕业生更有竞争力。

数据统计，2021年海外留学生学成归国的人

数将首超100万人，而受到全球新冠疫情冲击、国

际关系变化等因素影响，归国学子的就业形势出

现了诸多变化，甚至出现了“留学无用”的声音

。如果以就业、收入等硬性指标来衡量，留学的

价值真的没有了吗？

焦虑 正在褪色的“海归”光环

今年10月，上海某单位发布的2022年度定向

选调生和储备人才招录公告显示，其招录的45名

青年储备人才要求颇为“严格”：国内高校须毕

业于指定的30所“双一流”高校，如有留学经历

，则需要是在QS、U.S.NEWS、ARWU、THE世界

大学排名最新榜单前200名的国（境）外高校优秀

海外留学归国人员。如报名选调生，其本科则需

要是国内“双一流”高校，国外硕士研究生学制

需2年及以上。

“截至目前，我参加的所有体制内单位招录都承

认一年制海外硕士。”在英国留学一年的曾可馨

告诉记者，虽然她没有遇到过人才招录过程中海

外硕士学位不被认可的情况，但遇到过别的情况

，让她感觉到“海归”光环正在褪色。

4年前，同样是留学归国，曾可馨的表姐通过

人才引进的政策成功进入长沙某事业单位就职。

学历是工作的“敲门砖”，在家人的支持鼓励下

，彼时正在读大二的曾可馨便做好了出国留学的

心理准备。去年开始，已经留学归来的她便在网

上关注各地人才引进的政策，从简历筛选、到笔

试面试各个环节努力通关，距离“上岸”她总差

了一些。“所有招聘都需要笔试、面试，我到现

在只入围过一次终轮面试，到最后还是被刷了下

来。”曾可馨失落地说，她还参加过几个银行校

招，简历投进、参加了初轮笔试后便杳无音讯。

“在招聘公告上，我们是不会直接这样写的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我们会有一定的‘标准’

。”某国企人事负责人杜先生表示，他们现在在

应届生校招方面，对于国外院校，会选择THE世

界大学排名前50的学生，“这样做有利于我们更

加快速地筛选到高素质的人才，节约招聘成本。

”但他同时表示，目前对于国外硕士的选择，他

们还没有非要2年制的学生，1年制的硕士也是可

以的。

迷茫 当收入高低成为衡量留学的价值

姚亮的父母都在国企工作，把所有的心血都

倾注于儿子的教育中。高中毕业后，他便成功前

往美国，修学国际经济专业——一个找工作很难

的专业，但那个时候他并不了解。作为全家族上

下第一个走出国门读书的孩子，毕业后的工作会

如何选择？2019年，刚回国的姚亮满怀期待地开

始规划自己的未来，薪酬却让他感受到了来自现

实生活的沉重一击。

“我的专业不是技术岗位，海外留学经历的

优势在海量的毕业生前并不算有优势。”姚亮说

，随着国内大学生群体竞争力快速增强，国外留

学经历在招聘中的优势差距逐渐在缩小。尽管他

的毕业学校在国际排名中比国内南开大学靠前，

但招聘企业会更青睐一名有过相关实习经历的

“211”工程高校毕业生。

姚亮的落差感并非个例，《2020年海归就业

力调查报告》显示，12.8%的海归认为自己应该拿

到30万元以上年薪，而真正拿到这一数字的仅占

5%；有接近四成海归的实际年薪不足10万元，这

一比例相较前一年增加了足足一成。

上述《报告》还指出，对于海归来说，英语

表达能力、宏观视野和适应能力，是其三大竞争

力。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教育质量的不断提

升，国内毕业生与海归的优势差距正在逐渐缩小

；另一方面，相比海归，国内毕业生对于工作预

期相对较低，更容易融入就业环境，对企业的工

作要求接受度也更高。

“国外留学一年我花了大概40万元，要挣回

这笔钱不知道要几年。”在江西某三线城市党报

工作的小徐表示，从英国QS前100的传媒专业毕

业后，她最终还是在父母的助力下回到了家乡工

作。她表示，如果用收入衡量出国留学的价值，

这的确不算一笔“划算”的买卖。

突围 留学生仍有就业优势

《2020年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显示

，随着海归求职这一领域竞争的愈发激烈，海归

群体找到心仪工作的时间周期也变得更长，21%的

受访者表示自己用了4至6个月的时间才找到合适

的工作，6%的人表示自己用了7至12个月，而花

费1年以上找工作的群体占据了约4%，总体要比

2019年回国求职群体花费的时间更长。

“海归”真得不吃香了吗？实际上，一些专业性

较强的行业公司，对候选人要求较高，甚至海外

留学、海外工作经历是必须项。

“一开始我满心只想去大厂，在求职网站上投了

简历后却只显示已查看。之后我开始不管公司大

小，觉得合适就投，逐渐到连工资不足两千块的

实习生都会去投。”如今在一家公司从事活动策

划的李亚（化名）介绍，和许多留学生一样，她

的求职历程也经历了一番“历练”。 如今尽管不

在她理想中的大公司，但因为“国际化”的思维

，她的策划总能展现不同的亮点，1年不到，她便

升职成为公司策划部门的小组长。

今年10月举行的第22届中国国际教育年会全

体大会上，中国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在开幕词中表

示，继续推进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继续引进优

质教育资源，继续支持出国留学，提升来华留学

质量。

“社会逐渐认识到海归学历也有高低之分

，并非所有海归都是人才。但目前来说海归的

平均月薪还是远高于国内应届生水平。”启德

留学机构叶嘉豪建议，除了毕业院校排名，专

业吻合度、毕业成绩、本科硕士阶段的相关实

习实践经历等都是海外留学生在就业市场提升

竞争力的途径。

为就业“镀金”海外留学功效还剩几成？

据教育部最新官方数据显示，

2021年我国高校毕业生人数首次突破

900万，和去年的874万的毕业生人数

相比，今年激增了35万人。

与此同时，海归人数也将创历史

新高，据全球职业发展数据库WokSop

发布的《2021留学生归国求职意向调

研》中指出，2021年希望回国就业的

留学生人群相比2020年的数量暴涨了

48%。如此形势之下，就业问题将依

旧是留学生群体不得不面对的严峻挑

战。

在如此严峻的挑战之下，留学生

该如何提升自己、提升职业竞争力呢

？今天，小编带大家一起来康康啦！

留学归来的烦恼，“僧多粥少”就业

难

留学生就业问题一直以来是社会

各界的热议问题。

据 2020 年底教育部官方统计，

2019 年度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

70.35 万人，较上一年度增长 6.25%；

各类留学回国人员总数为58.03万人，

增速达到11.73%。

根据智联研究院 2021 年 1 月发布

的《2020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

》中显示，2020年在国内求职的海归

人数同比增长 33.9%，45%海归期望

扎根一线城市；疫情促使 2020 年毕

业的应届留学生回国求职同比增长

67.3%，近 9 成留学生回国后选择就

业。

Boss 直聘发布的《2021 秋招早鸟

报告》指出，2020 年秋招中，2020 届

与 2021届参加校招的留学生同比增长

94.3%，拥有硕士及以上学历的比例高

达 65%，海外留学生面临比以往更为

激烈的就业竞争，且在择业结构上存

在行业与区域集中现象，进一步加大

了就业市场“踩踏效应”。

依托区域经济水平发达、基础设

施完备、国际化程度高等优势，一

线城市与新一线城市成为海归回巢

大本营，吸纳了 45.1%的求职申请，

海 归 投 递 简 历 前 十 的 城 市 吸 纳 了

64.2%的海归就业需求，其中排名前

三的北京、上海、深圳三个城市合

计占比近40%。

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互联网、金

融等行业更受海归人群偏爱，其中，

9.5%的海归向金融业投递简历，比全

平台求职者占比高出4.8%，是“踩踏

”效应最为严重的就业领域。

同时，随着国内双一流高校对人

才的大力培养，国内高校毕业生同样

受到名企认可，用人单位认为能通过

高考考进清北复交等知名高校的学生

，吃苦能力要比海归强，而且从期望

值和薪资要求方面来说，也要比海归

低，工作的时间也会更稳定，不会轻

易跳槽。

当供求关系差距越来越大，求职

的竞争日益激烈，此时海归光环将不

会带来明显优势。

怎么办？如何提高就业竞争力？

● 克服自身劣势，发扬自身优势

海外的学习与生活给予了留学生

宝贵的人生经历。

海外的教学体系更鼓励学生主动

思考，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以及解决

问题的能力，这是企业面试官非常欣

赏的闪光点。

在国外的求学生活多数是需要自

己照顾自己的，因此在适应环境，适

应文化差异以及抗压能力上留学生具

备更强的能力，这也是用人单位十分

看重的优点。

当前很多用人单位在创新能力、

专业技能、适应能力、逻辑思维和

执行力等方面对留学生有着更高的

期待，在面试过程中加强表现此方

面的能力，能够更有效的提升面试

成功几率。

留学生的语言优势一直是具有争

议的，很多国内高校毕业生的外语能

力并不比留学生差，如何展现自己的

语言优势，能够用专业的外语表达自

己的观点和看法，讨论有深度有内涵

的论点，留学生应当认真把握。

● 提前做好规划，契合企业用人

要求

在新东方《2021 中国留学生白皮

书》中显示，很多留学生没意识到找

工作是一个持久战，同时国内企业对

海外学历背景的认可，让很多留学生

在求职规划中更加自信，从而放松了

求职时的前期规划与准备。

根据 2021 年的调研数据，“对自

己定位过高”和“相关实习/工作经验

不足”成为了留学生求职的两大主要

问题，另外，“对国内环境不熟悉”

、“信息渠道获取有限”、“职业发

展方向和目标不清晰”都是当今留学

生求职困难的主要原因，这也反映了

留学生们在早期的职业规划意识不足

的情况。

很多用人单位对于留学生的实习

经验和相关工作经验非常看重，并且

更青睐专业对口的求职者，而这也正

是留学生回国就业的主要优势。

因此前期的留学规划在选择专业

时就一定要考虑好未来的职业规划，

同时在留学期间注意积累相关的实习

和工作经验，海外高校往往会为学生

很多实习机会，学生在就读期间要注

意充分利用起来。

无论是求职就业还是留学申请，

与专业相关的工作、实践经验越来越

成为企业用人的标准，因此参与各类

实习和科研项目提升背景、丰富履历

是必要选择。

留学生归国就业难？
该如何打破"僧多粥少"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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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移動回A獲批 料籌560億
有望超中電信 登A股近十年IPO集資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
“小小超”李澤楷旗下富衛集團IPO又
有新進展，據外電報道，富衛將完成新
一輪私募融資，籌集超過14億美元，
公司正評估在香港進行首次公開發售的
計劃，預期估值將達到90億美元。

李嘉誠基金會盈科拓展撐場
報道引述知情人士指，根據14日的

一份聲明，富衛在14日敲定了這項交易，
該交易由投資者Apollo Global Manage-
ment和加拿大養老基金投資董事會(CP-
PIB)牽頭。其他投資者包括瑞士再保險、
李嘉誠基金會、及同是李澤楷旗下的盈科
拓展集團、泰國匯商銀行(SCB)和菲律賓
的 Metro Pacific Investment
Corp(MPIC)。

聲明指出，富衛計劃利用私人配售所
籌現金來發展其業務並降低槓桿。其中一
位消息人士說，隨着新資金到位，香港
IPO可能會比計劃中的美國交易規模要
小。

富衛原擬在美國進行規模達20億至
30億美元IPO，在監管批准被推遲之後，
決定轉向香港IPO。消息人士稱，該公司
上周獲得了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的
初步批准，可以向投資者進行營銷路演，
但還需要監管機構的完整審批，該公司因
而不再尋求在美國IPO，改為尋求在香港
上市，料最早於明年在香港上市。而隨着
今次私募的新資金到位，香港IPO的集資
額可能會比計劃中的美國交易規模要小。

外電早前報道指，富衛香港IPO的集
資規模約20億美元。消息人士14日則
稱，富衛香港IPO的規模和時間表還未確
定。富衛也對轉向香港IPO不予置評。

消息人士14日又稱，富衛創始人李
澤楷的加權投票權將被取消，以使該公司
符合香港的上市規則，該規則只允許創新
公司擁有這種股權結構。

順豐同城首掛跌 每手蝕304元
其他新股方面，順豐旗下順豐同城14

日掛牌上市，開市後便跌穿招股價，最低
曾見13.76元（港元，下同），收報14.9
元，較招股價16.42元跌1.52元或9.3%，
成交2,663.9萬股，涉資3.95億元。不計
手續費，每手賬面蝕304元。

董事會主席陳飛於線上記者會表示，
近期全球資本市場持續波動，認為首日掛
牌股價表現波動屬正常，相信“真金不怕
洪爐火”，期待未來業績及財務表現可令
投資者滿足，相信長遠股價將可反映公司
實際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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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周曉菁

中移動獲批回A股上市，中證監

13日晚正式核發中移動的A股IPO批

文，14日凌晨中移動發布招股意向

書，擬於本周四、周五進行初步詢價

以確定發行價格，12月22日啟動網

上申購。市場料其集資規模約為560

億元（人民幣，下同），有望超過中

電信的542億元A股 IPO，榮膺A股

近十年來最大IPO之首。若中移動順

利上市，三大電訊股相繼在美退市後

將成功“會師A股”。

中移動招股書披露，公司擬公開發行A股股
份數量不超過8.457億股，即不超過本次

發行後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的3.97%（行使超
額配售選擇權之前），若行使超額發售則不超
過本次發行A股股數（行使超額配售選擇權之
前）15%的A股股份。若“綠鞋”全額行使，
中國移動發行總股數將擴大至9.73億股，佔發
行後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的比例約為4.53%。

預測全年多賺6%至8%
中移動亦對2021全年業績作出預測，料營

業收入約為8,448.77億元至8,525.58億元，同
比增長幅度約為10%至11%；歸屬於母公司股
東的淨利潤約為1,143.07億元至 1,164.64 億
元，同比增長幅度約為6%至8%。

籌資用途方面，本次發行募集資金將投入
5G精品網絡建設、雲資源新型基礎設施建設、
千兆智家建設、智慧中台建設、新一代信息技
術研發及數智生態建設等，上述所有項目的投
資總額約在1,569億元。

中移動董事長楊杰在11月初一次論壇中曾
透露，中移動建設5G基站已超過56萬個，規
模為全球最大，發展5G套餐客戶3.6億戶、終
端客戶2.5億戶。到2022年底前，中移動5G網
絡將基本實現全國鄉鎮以上5G連續覆蓋，以

及重要園區、熱點區域、發達農村的有效覆
蓋。

券商看好5G運營商前景
華泰證券近日發布的研報指出，運營商在

行業政策、競爭環境、成長預期以及經營效率
等方面正在經歷顯著變化。5G商用以來，在內
地5G用戶滲透率快速提升，以及在運營商行
業競爭有望趨於理性背景下，國內運營商移動
業務營收有望於未來三年持續回暖。另一方
面，5G應用發展有望催生ToB市場機遇，未
來企業上雲和數字化轉型將給運營商帶來更為
廣闊的增長空間，產業數字化業務有望成為國
內運營商新的增長點，營收佔比有望持續快速
提升。

在中移動回A前，中聯通2002年10月已
在A股上市，中電信也於今年8月回到A股上
市，當時共集資542億元，為A股近十年來最
大IPO寶座。若近期中移動成功登陸A股，內
地三大電信運營商將在A股齊聚。

中移動回A消息利好，股價最高曾見47.2
港元，但難抵港股大市三連跌，收報46.1港
元，跌0.54%，公司市值9,439.2億港元。中
聯通收報3.85港元，跌0.52%；中電信則平收
2.55港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
樂）美國發招無理打壓中概股，瑞
銀投資銀行亞太區主管及中國總裁
金弘毅14日表示，現時在美國掛牌
的中概股約240多家，合計總市值
9.2萬億港元，其中17家但佔上述
總市值69%在港第二次上市。未在
香港上市但符合香港上市條例約有
50多家，佔上述總市值的約30%，
明年可能該批企業當中或有很多選
擇來港上市。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確
定實施《外國公司問責法案(HF-
CAA)》，要求外國公司提供審計
底稿供美國檢查，否則可能3年內
被紐交所和納斯達克市場除牌，
讓在美上市的中概股陷入有可能
遭除牌的憂慮。在此情況下，金
弘毅預期，明年會陸續看到更多
相關公司回港上市。至於餘下的
170多家公司，只佔總市值2%，
亦不符合香港上市規則，他認為
未來港交所可能會檢討上市規
則，令相關公司將來亦有機會成
功回流香港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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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由何超儀
監製主演的史詩式荷里活電影《Edge of the
world》早前在歐美上映，更曾在串流平台排行
榜中奪得首位，口碑反應不俗，近日電影獲荷
蘭New Vision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提名
“最佳電影”，也是超儀監製主演的西片首次
獲最佳電影提名的殊榮，超儀當然興奮萬分，
但正當她準備公布此喜訊前的一刻，突然收到
大會的越洋電郵，宣布因疫情在歐洲肆虐，荷
蘭此影展被迫取消，她心情瞬間如像來回天堂
又折返人間，超儀無奈嘆道：“紅黑二事一齊
來。”

超儀的心情大起大落，她謂：“呢期絕對
係又紅又黑，好紅原因是所拍的這部西片得到

大家受落，亦入咗幾個影展，但我黑是因為影
展一個一個取消，我同獎項總係有緣無分，上
次憑《維多利亞壹號》得到西班牙錫切斯‘最
佳女主角’都因為工作無親身領獎，今次一提
名就被取消，連落場比賽都無，希望下年疫情
消失，影展會復辦。”

其實《Edge of the world》還入選在明年1
月舉行的孟加拉電影節，電影被選為其中一部
觀摩影片，更即場在“觀眾最喜歡電影”環節
中讓觀眾投票，超儀再次打趣說：“暫時仲未
被取消，仍有希望，真係想去孟加拉呀。”

雖然影展取消了，但對於能獲提名，超儀
不忘再三感謝創作團隊，更特別稱讚男主角
Jonathan Rhys Myers。

●黃百鳴表
示，香港電影人
一向都相當聰明
及勤力。

荷蘭影展遇疫情被迫取消
何超儀新作入圍最佳電影空歡喜

倡 拍黃百鳴黃百鳴
““自己拿手的東西自己拿手的東西””

作為公認的香港資深電影人，黃百鳴身兼製
片人、投資者、出品人、監製及演員多重

身份。惟當年初出茅廬時他沒親戚、沒朋友，也
經歷過“寫給電影公司的自薦信永無音訊”的日
子。

黃百鳴由澳門綠邨電台兼職播音員起步，做
廣播劇、舞台劇、電視單元劇。及至聯同麥嘉、
石天成立新藝城電影公司，拍出《最佳拍檔》、
《開心鬼》等喜劇電影，他乃至那一代心懷電影
夢的年輕人的成功，與香港電影輝煌的上世紀八
十年代相輔相成。“那時候個個都要看電影，你
看不到禮拜六午夜場，第二日沒東西可聊。”但
隨着九十年代盜版出現、金融風暴來襲，粵語片
日漸衰落。黃百鳴回憶，曾經有一段時間，大家
都捱得很慘，很多人轉行。

轉機出現在本世紀初。2004年1月1日，
《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CEPA）落地實施，香港電影得以進入內地市
場，亦允許兩地從業者以分賬形式拍攝合拍片。
黃百鳴的合拍片處女作是投資徐克執導的《七
劍》，該片在內地取得8,000萬人民幣票房，香
港則收800萬港元。黃百鳴坦言，合拍片的出現
當然幫助了香港電影 ，但和內地票房近年來
“火箭般飛升”的發展相比，香港電影卻在“原
地踏步”。

香港電影止步不前的原因是什麼？黃百鳴
說，首先是電影人才問題。合拍片的成功展現了
內地廣闊的市場，很多人選擇北上內地

發展。他笑言：“比如我的老朋友徐克，最近很
火的《長津湖》也有份拍。”

其次，黃百鳴認為，地價高、租金貴，致使
影院停業或者被迫“去到樓上”亦是阻礙香港電
影發展的原因。他提到，以座位計算，香港最多
時有14.5萬個影院座位，如今卻減少到不足4萬
個。“小時候路過街邊都可以去戲院看看海報、
劇照，了解下期有什麼電影，現在都沒有。”

港產片競爭中有優勢
面對內地廣闊的電影市場，香港電影還有發

展優勢嗎？“香港絕對有優勢的。”黃百鳴回答
得斬釘截鐵。他表示，香港電影一直都是中西合
璧，而且早早與國際接軌，要將電影“帶出
去”，香港在其中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

黃百鳴還提出，拍電影一定要知道自己拍什
麼。他以自己的《葉問》系列和《反貪風
暴》系列電影為例，“比如功夫片、警
匪片，這些是香港人拿手的電影，這些
影片在內地市場也非常有競爭力。”

國家“十四五”規劃提出，香港要
融入內地、融入大灣區，這在黃百鳴看
來亦是難得的機遇。他表示，在過去，為
了更好地融入內地市場，合拍片在演員選擇、故
事設定及對白語言等方面會有一些限制。粵語
片，尤其是喜劇片在調整後會損失“香港特
色”。“現

在大灣區七千多萬人口的受眾市場，大家都講粵
語，同聲同氣，更加能夠給香港年輕導演發揮空
間。”黃百鳴說。

寄語年輕人不怕蝕底
談及對香港電影人的評價，黃百鳴表示，

香港電影人一向都相當聰明以及勤力，而且更加
容易適應環境。對於有志於加入電影行業的年輕
人，黃百鳴則希望他們吃得苦、吃得虧，不怕
“蝕底”和吃虧，準備好自己以迎接機會。身
為前輩，黃百鳴持着“把機會留給年輕人”的
態度，希望把創見和新的構思交給年輕人，自
己則願意根據經驗，給予更多意見和幫助。

香港電影業要把握大灣區機遇香港電影業要把握大灣區機遇

香港文匯報訊 提及香港喜劇電影，黃百鳴和他的“開心鬼系列”作品可謂家喻

戶曉。而《七劍》、《葉問》等合拍片的成功，又讓他獲得電影出品人、監製的身

份加持。從業四十餘載，他怎樣看待香港電影數十年來的盛衰轉變？又如何看待行

業的前景和機遇？對行業“新鮮人”，他有怎樣的期待？在《香港機遇》第二集，

聽聽資深電影人黃百鳴與嘉賓主持周振基教授暢聊他的影視人生。黃百鳴認為，大

灣區是難得的機遇，香港人要拍自己拿手的電影，這樣才會有競爭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芬）金球獎（Golden
Globe Awards）公布第79屆入圍名單，在電影類
獎項中，Netflix電影《犬山記》（The Power of
Dog）及Kenneth Branagh 執導的自傳式黑白片
《貝爾法斯特》（Belfast）同樣獲得7項提名。電
視類方面，大家關注的《魷魚遊戲》風光入圍3項
大獎。

今年電影戲劇類影后之爭十分激烈，美國樂壇
百變巨星Lady GaGa主演《GUCCI名門望族》問鼎
影后寶座，但競爭對手包括主演《史賓沙》的姬絲汀
史超域（Kristen Stewart）、主演《Eyes of Tammy
Faye》的謝茜嘉積絲婷（Jessica Chastain），及主演
《Being the Recardos》的妮歌潔曼（Nicole Kid-
man）等，Lady GaGa要過關絕不容易。

電影類入圍歌舞／喜劇組最佳女主角，受關注
的就有主演《安妮特》的瑪莉安歌迪雅（Marion
Cotillard）、主演《千萬別抬頭》的珍妮花羅倫絲
（Jennifer Lawrence）、主演《黑白魔后》的愛瑪
史東（Emma Stone）、以及《西城故事》的Ra-
chel Zegler等。

電影劇情組影帝方面，《犬山記》班尼迪甘巴
貝治（Benedict Cumberbatch）為大熱門之一，其
他對手包括主演《王者世家》的韋史密夫（Will
Smith），以及主演《馬克白》的丹素華盛頓

（Denzel Washington），均是實力強橫。至於主
演《千萬別抬頭》的里安納度狄卡比奧（Leonar-
do DiCaprio）則入圍歌舞／喜劇組影帝競逐。

面對影評人大獎進逼
電視類提名方面，席捲全球的話題韓劇《魷魚

遊戲》風光入圍3項大獎，除了角逐最佳戲劇類影
集外，男主角李政宰首度入圍金球獎視帝，是首位
被該獎項提名的亞洲男星，而飾演001號“吳一
男”的76歲資深男星吳永洙亦入圍男配角獎。李
政宰表示：“能獲得《金球獎》提名感到很光榮和
感謝，我想謝謝世界各地所有支持《魷魚遊戲》的
朋友們。”

●● 何超儀新作入選在明年何超儀新作入選在明年
11月舉行的孟加拉電影節月舉行的孟加拉電影節。。 ●●何超儀自言心情瞬間如像來回天堂又折返人間何超儀自言心情瞬間如像來回天堂又折返人間。。

●● 李政宰李政宰（（右右））與吳永洙與吳永洙
雙雙競逐金球獎殊榮雙雙競逐金球獎殊榮。。

●黃百鳴打
造的《葉問》
系列叫好叫

座。

●●黃百鳴在黃百鳴在《《香港機遇香港機遇》》接受周振基訪問接受周振基訪問。。

●內地主旋
律電影《長津
湖》亦有香港
導演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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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魷魚遊戲》獲3提名

李政宰李政宰爭金球視帝爭金球視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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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移動回A獲批 料籌560億
有望超中電信 登A股近十年IPO集資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
“小小超”李澤楷旗下富衛集團IPO又
有新進展，據外電報道，富衛將完成新
一輪私募融資，籌集超過14億美元，
公司正評估在香港進行首次公開發售的
計劃，預期估值將達到90億美元。

李嘉誠基金會盈科拓展撐場
報道引述知情人士指，根據14日的

一份聲明，富衛在14日敲定了這項交易，
該交易由投資者Apollo Global Manage-
ment和加拿大養老基金投資董事會(CP-
PIB)牽頭。其他投資者包括瑞士再保險、
李嘉誠基金會、及同是李澤楷旗下的盈科
拓展集團、泰國匯商銀行(SCB)和菲律賓
的 Metro Pacific Investment
Corp(MPIC)。

聲明指出，富衛計劃利用私人配售所
籌現金來發展其業務並降低槓桿。其中一
位消息人士說，隨着新資金到位，香港
IPO可能會比計劃中的美國交易規模要
小。

富衛原擬在美國進行規模達20億至
30億美元IPO，在監管批准被推遲之後，
決定轉向香港IPO。消息人士稱，該公司
上周獲得了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的
初步批准，可以向投資者進行營銷路演，
但還需要監管機構的完整審批，該公司因
而不再尋求在美國IPO，改為尋求在香港
上市，料最早於明年在香港上市。而隨着
今次私募的新資金到位，香港IPO的集資
額可能會比計劃中的美國交易規模要小。

外電早前報道指，富衛香港IPO的集
資規模約20億美元。消息人士14日則
稱，富衛香港IPO的規模和時間表還未確
定。富衛也對轉向香港IPO不予置評。

消息人士14日又稱，富衛創始人李
澤楷的加權投票權將被取消，以使該公司
符合香港的上市規則，該規則只允許創新
公司擁有這種股權結構。

順豐同城首掛跌 每手蝕304元
其他新股方面，順豐旗下順豐同城14

日掛牌上市，開市後便跌穿招股價，最低
曾見13.76元（港元，下同），收報14.9
元，較招股價16.42元跌1.52元或9.3%，
成交2,663.9萬股，涉資3.95億元。不計
手續費，每手賬面蝕304元。

董事會主席陳飛於線上記者會表示，
近期全球資本市場持續波動，認為首日掛
牌股價表現波動屬正常，相信“真金不怕
洪爐火”，期待未來業績及財務表現可令
投資者滿足，相信長遠股價將可反映公司
實際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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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周曉菁

中移動獲批回A股上市，中證監

13日晚正式核發中移動的A股IPO批

文，14日凌晨中移動發布招股意向

書，擬於本周四、周五進行初步詢價

以確定發行價格，12月22日啟動網

上申購。市場料其集資規模約為560

億元（人民幣，下同），有望超過中

電信的542億元A股 IPO，榮膺A股

近十年來最大IPO之首。若中移動順

利上市，三大電訊股相繼在美退市後

將成功“會師A股”。

中移動招股書披露，公司擬公開發行A股股
份數量不超過8.457億股，即不超過本次

發行後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的3.97%（行使超
額配售選擇權之前），若行使超額發售則不超
過本次發行A股股數（行使超額配售選擇權之
前）15%的A股股份。若“綠鞋”全額行使，
中國移動發行總股數將擴大至9.73億股，佔發
行後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的比例約為4.53%。

預測全年多賺6%至8%
中移動亦對2021全年業績作出預測，料營

業收入約為8,448.77億元至8,525.58億元，同
比增長幅度約為10%至11%；歸屬於母公司股
東的淨利潤約為1,143.07億元至 1,164.64 億
元，同比增長幅度約為6%至8%。

籌資用途方面，本次發行募集資金將投入
5G精品網絡建設、雲資源新型基礎設施建設、
千兆智家建設、智慧中台建設、新一代信息技
術研發及數智生態建設等，上述所有項目的投
資總額約在1,569億元。

中移動董事長楊杰在11月初一次論壇中曾
透露，中移動建設5G基站已超過56萬個，規
模為全球最大，發展5G套餐客戶3.6億戶、終
端客戶2.5億戶。到2022年底前，中移動5G網
絡將基本實現全國鄉鎮以上5G連續覆蓋，以

及重要園區、熱點區域、發達農村的有效覆
蓋。

券商看好5G運營商前景
華泰證券近日發布的研報指出，運營商在

行業政策、競爭環境、成長預期以及經營效率
等方面正在經歷顯著變化。5G商用以來，在內
地5G用戶滲透率快速提升，以及在運營商行
業競爭有望趨於理性背景下，國內運營商移動
業務營收有望於未來三年持續回暖。另一方
面，5G應用發展有望催生ToB市場機遇，未
來企業上雲和數字化轉型將給運營商帶來更為
廣闊的增長空間，產業數字化業務有望成為國
內運營商新的增長點，營收佔比有望持續快速
提升。

在中移動回A前，中聯通2002年10月已
在A股上市，中電信也於今年8月回到A股上
市，當時共集資542億元，為A股近十年來最
大IPO寶座。若近期中移動成功登陸A股，內
地三大電信運營商將在A股齊聚。

中移動回A消息利好，股價最高曾見47.2
港元，但難抵港股大市三連跌，收報46.1港
元，跌0.54%，公司市值9,439.2億港元。中
聯通收報3.85港元，跌0.52%；中電信則平收
2.55港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
樂）美國發招無理打壓中概股，瑞
銀投資銀行亞太區主管及中國總裁
金弘毅14日表示，現時在美國掛牌
的中概股約240多家，合計總市值
9.2萬億港元，其中17家但佔上述
總市值69%在港第二次上市。未在
香港上市但符合香港上市條例約有
50多家，佔上述總市值的約30%，
明年可能該批企業當中或有很多選
擇來港上市。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確
定實施《外國公司問責法案(HF-
CAA)》，要求外國公司提供審計
底稿供美國檢查，否則可能3年內
被紐交所和納斯達克市場除牌，
讓在美上市的中概股陷入有可能
遭除牌的憂慮。在此情況下，金
弘毅預期，明年會陸續看到更多
相關公司回港上市。至於餘下的
170多家公司，只佔總市值2%，
亦不符合香港上市規則，他認為
未來港交所可能會檢討上市規
則，令相關公司將來亦有機會成
功回流香港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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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單位貨幣單位：：港元港元

體 育 新 聞 ●責任編輯：于大海 2021年12月15日（星期三）5

逾200學子
“雲端”以棋會友

●●香港中聯辦宣傳文體部副部長張國義香港中聯辦宣傳文體部副部長張國義（（右三右三））、、香港民政事務局體育專香港民政事務局體育專
員楊德強員楊德強（（左三左三））等各界嘉賓為賽事揭幕等各界嘉賓為賽事揭幕。。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攝攝

●●出席開幕儀式的嘉賓與參賽運動員合影出席開幕儀式的嘉賓與參賽運動員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本年度羽壇最
後一項大賽──世界羽毛球錦標賽正於西班牙上
演，男單首圈賽事即爆出連場大冷，東京奧運冠軍
安賽龍及香港羽隊“一哥”伍家朗兩名世界前十的
球手同告出局，令本來已有多名頂尖球手缺席的男
單賽事形勢更加混亂。

不過，港隊女雙組合吳詠瑢/楊雅婷14日以
21：16、21：18淘汰丹麥的Amalie Magelund/Fre-
ja Ravn，殺入16強。

桃田賢斗（日本）、金廷（印尼）、諶龍（國
羽）及石宇奇（國羽）等高手未有參賽下，今屆世
錦賽男單冠軍本被視為“一哥”安賽龍的囊中之
物，不過這名丹麥球手卻意外首圈爆冷出局，面對
曾是自己陪練的新加坡小將駱建佑，安賽龍首局雖
然以21：14輕鬆取勝，但其後狀態卻突然急轉直
下，以9：21及6：21連失兩局以2：1反勝為敗，
安賽龍賽後稱讚對手的表現，認為這位新加坡新秀
值得這場勝利：“我已經盡了力，但比賽跟我預想
的不一樣，駱建佑的表現很好，而我第二及三局的
表現實在太糟糕了。”

而作為8號種子的伍家朗同樣首圈畢業，面對
世界排名32位的印度球手Prannoy Kumar，伍家
朗首局以21：13先拔頭籌，可惜之後兩局卻失去
主動權，兩次在尾段關鍵分落敗，最終以21：
13、18：21及19：21落敗無緣晉級，另一位港隊

男單代表李卓耀則以直落兩局擊敗美國球手舒之顯
晉級。

女單方面兩名港隊球手命運各異，闊別國際賽
兩年的葉姵延殺入32強，而張雁宜則不敵中國球
手張藝曼出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雷 河南報道）
為期5天的第二屆中國全國象棋大學生網絡賽
日前舉行，其中，上海財經大學一隊、二
隊，南開大學一隊等榮獲一等獎，河海大學
一隊，內蒙古大學一隊，西北工業大學二隊
等榮獲二等獎。

今次賽事由中國大學生體育協會和中國
象棋協會主辦，鄭州大學體育學院承辦，共
有30餘所高校、50支隊伍的200餘名棋手在
線對弈。

受疫情管制影響，中國象棋協會副主
席、象棋特級大師、全國冠軍呂欽通過網絡
視頻致辭時指出，象棋要傳承和發展，就必
須要走到年輕人身邊，吸引更多青少年參與
其中，喜歡上象棋，讓象棋運動能夠受到更
多高校學生的喜愛，這也是我們舉辦大學生
象棋比賽的目的所在。雖然如今疫情防控的
形勢依然嚴峻，但是互聯網將來自全國各個
高校的學子們匯聚起來，以棋會友、弘揚國
粹。希望在大學生身上，象棋運動可以進一
步開花結果，在全國高校中掀起一陣象棋熱
潮。

開幕典禮在香港海事博物館舉辦，香港中聯辦
宣傳文體部副部長張國義、香港民政事務局

體育專員楊德強、港協暨奧委會義務秘書長王敏超
等香港各界嘉賓，以及參賽運動員出席開幕儀式。

普及和精英雙軌發展
香港滑浪風帆會會長周毅文在致辭時表示：

“感謝海通國際多年以來對於香港滑浪風帆會的
大力支持。在過去30多年，香港滑浪風帆會一直
致力推動滑浪風帆運動的發展，更積極培訓具潛
力的運動員。隨着本地的滑浪風帆運動員在國際
賽事中屢獲佳績，為香港體壇爭光，亦開始增加
公眾對滑浪風帆的了解，使滑浪風帆能在普及化
和精英化下雙軌發展。”
海通國際副主席及行政總裁林涌致辭時亦說：

“今年我們特別安排到在香港

的地標之一維多利亞港舉辦滑浪風帆夜間表演
賽，這是展現滑浪風帆運動員風采及向公眾推廣
滑浪風帆運動的一個絕佳機會。未來海通國際也
會繼續支持香港滑浪風帆會，在賽事和培育優秀
運動員方面展開更多深度合作，並鼓勵香港市民
積極參與體育運動，加強社區凝聚力。”

鄭俊樑 麥卓穎稱王封后
“海通國際2021維多利亞港滑浪風帆賽”於

開幕典禮後展開。賽事以淘汰賽形式進行，參賽
者為東京奧運滑浪風帆代表陳晞文及鄭俊樑等20
名香港滑浪風帆運動員，最終鄭俊樑與麥卓穎稱
王封后。14日夜賽事，運動員的風帆上都特別設
置了LED燈帶，為比賽更添特色及觀賞性，吸引
了不少市民在海旁觀賽。對於首次在維港及夜間
比賽，陳晞文表示：“我們之前在赤柱曾模擬過

夜間比賽，適應上問題不大，但由於加設反光裝
置需要一定成本，我更期待可以在維港日間作
賽，配上新帆板飛起來的畫面一定會很漂亮。”
她又透露，儘管不會參加杭州亞運的港隊選拔
賽，但仍會以師姐身份向後輩提點。

“海通國際2021香港滑浪風帆公開錦標賽”
時隔兩年再度舉辦，今年賽事定於本月15日至19

日在赤柱正灘舉行，賽事分為 iQFOiL及Race-
board兩個級別進行。今年賽事共有70人參與，參
與運動員包括陳晞文、鄭俊樑、何允輝、馬君正
等港隊代表。賽事將會分為男子、女子、青年及
少年組等共11個細分項目，並各設有冠、亞及季
軍，海通國際將會發放總共12萬港元獎
金。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黎永淦黎永淦））由海通國際證券集團有由海通國際證券集團有

限公司冠名贊助限公司冠名贊助、、香港滑浪風帆會主辦的香港滑浪風帆會主辦的““海通國際海通國際20212021

香港滑浪風帆公開錦標賽香港滑浪風帆公開錦標賽”，”，1414日舉行開幕典禮日舉行開幕典禮，，並邀得並邀得

東京奧運香港代表陳晞文及鄭俊樑東京奧運香港代表陳晞文及鄭俊樑，，參加以表演賽形式進行參加以表演賽形式進行

的的““海通國際維多利亞港滑浪風帆賽海通國際維多利亞港滑浪風帆賽”，”，兩位港將對於首次兩位港將對於首次

在維多利亞港及夜間作賽均大感新鮮在維多利亞港及夜間作賽均大感新鮮。。

●●陳晞文陳晞文（（右右））及鄭俊樑對於首次在維及鄭俊樑對於首次在維
港及夜間作賽大感新鮮港及夜間作賽大感新鮮。。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攝攝

吳詠瑢 楊雅婷
殺入世錦賽女雙16強

●●吳詠瑢與楊雅婷合作吳詠瑢與楊雅婷合作，，成功打入女雙成功打入女雙1616強強。。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伍家朗日前在伍家朗日前在facebookfacebook貼出參加世錦賽貼出參加世錦賽
的圖片的圖片，，不料一日後即被淘汰不料一日後即被淘汰。。

●●海通國際維多利亞港滑浪風帆賽海通國際維多利亞港滑浪風帆賽1414
日晚在維港舉行日晚在維港舉行。。 滑浪風帆會圖片滑浪風帆會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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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1恆豐杯網球賽頒獎儀式恆豐杯網球賽頒獎儀式

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

CC組第一名張秦越和馬莉娜組第一名張秦越和馬莉娜CC組第二名蔡力強和周康康組第二名蔡力強和周康康DD組第一名龔昌瑞和賀誌勇組第一名龔昌瑞和賀誌勇DD組第二名張文梯和吳素明組第二名張文梯和吳素明

AA組第一名組第一名 RAMANA SURYARAMANA SURYA 和和 TAMTAM
PHAMPHAM

AA組第二名組第二名KEVIN YUKEVIN YU和和LIEM NGUYLIEM NGUY--
ENEN

BB組第一名組第一名JIM FANGJIM FANG和李剛和李剛BB組第二名王德康和陳明組第二名王德康和陳明

組委會和部分球員合影組委會和部分球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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