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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SinChew  Business

投 資 者 的 指 南

綜合指數 1279.86 -3.79                   紐約道瓊斯指數
工商指數 2695.19 -16.44 英美煙草 +125 42.75 世華媒体 366575 -21.5 0.875     伊甸機構 50406 +2 0.64 協固工程 +20 3.20 29/4   12831.94(-39.81)
消費品指數 331.55 -- IOI產業 +30 11.20 馬電訊 255367 +12 3.62     億強工程 36151 -2.5 0.76 德平棧 +9.5 0.195 倫敦金融時報指數
工業產品指數 102.96 +0.31 蜆殼石油 +30 11.60 馬電訊國際 168316 -5 7.15     LBI資本WA 32305 +0.5 0.125 寶翔控股 +5.5 0.28 29/4   6089.40(-1.00)
礦務指數 397.18 -- 雀巢 +25 31.25 馬資源 122955 +7 1.50     日精控股 20510 -2 0.23 宏資控股 +5 0.23 香港恆生指數
建築股指數 238.69 -1.34 松下電器 +20 11.80 IOI集團 114722 -20 7.30     福星 19003 +0.5 0.55 特柯瑪 +4.5 0.635 25755.35(-158.80)
貿易服務指數 169.61 -0.79 首要媒體 +17 2.49 怡觀資本 108932 -- 0.77     科士摩 14587 -- 0.165 和達工業資源 +4.5 0.89 東京日經指數
金融指數 9944.57 +25.01 豐隆金融 +16 4.98 金務大 108510 +4 3.12     拉慕尼亞 14362 +1 1.50 星辰資本 +4 1.56 13849.99(-44.38)
產業指數 813.22 +4.37 馬鍍錫工業 +16 3.06 意康緣 101261 -0.5 0.105     威利企業 9458 -1.5 0.205 多元電子工業 +4 0.45 新加坡富時海峽時報指數
種植指數 7764.19 -116.12 莫實得控股 +15 5.35 優樂家集團 93713 -3.5 0.58     雅飾集團 7775 +3 2.06 歐展控股 +4 0.95 3161.43(-10.93)
富時二板指數 5888.37 +1.84 國際船務 +15 9.45 森那美 90874 -30 9.60     可人兒控股 7204 -- 0.335 永成集團 +3 0.50 台灣加權指數
科技指數 21.94 +0.28 怡保工程 -45 5.75 馬來亞銀行 84286 -5 8.00     安信控股 7037 +1 0.71 大穩控股 -23 0.65 8919.92(+28.18)
富時MESDAQ指數 4831.34 -17.03 森那美 -30 9.60 JAKS資源 82118 +1 0.775     沙布拉浪峰WA 6931 -- 0.805 遠洋控股 -20.5 0.47 
   吉隆坡甲洞 -30 16.70 國家能源 82089 -5 6.55     婆羅石油 6574 +0.5 0.41 益安集團 -15 1.35 
   莫實得產業 -26 3.70 WCT工程 79808 -16 3.16 開盤1287.06   最高1287.69   最低1274.20   閉市1279.86 億達控股 5939 -- 0.065 美佳利工業 -10 0.42 1美元兌3.1596令吉
主要板成交量  318,001,400股 世華媒体 -21.5 0.875 亞洲航空 73857 -3 1.26     新揚工業 5385 -0.5 0.215 SAAG綜合WA -10 2.53 1美元兌1.3597新元
主要板總價值  1,062,188,000令吉 IOI集團 -20 7.30 怡保工程 73238 -45 5.75   29/04 1283.65(-11.66) 六合控股WA 4975 -0.5 0.48 IRM集團 -7 0.33 1美元兌104.18日圓
第二板成交量  32,451,100股 聯合種植 -20 13.90 達南 68203 -0.5 0.305 上升股 211項 28/04 1295.31(+7.23) EWEIN公司 4736 -0.5 0.84 金獅林業 -7 0.93 1美元兌31.69泰銖
第二板總價值  6,876,650令吉 怡保工程WB -19 1.79 達洋企業 63856 -1 1.49 下跌股 205項 25/04 1288.08(-5.00) 拉慕尼亞WA 4337 +1 1.06 志華機構 -6 0.42 1美元兌7.7942港元
全場總成交量  563,002,100股 大馬紙盒 -17 0.68 地不佬穩固 63540 +0.5 0.74 無起落 143項 24/04 1293.08(+4.92) 億達控股WA 3241 -- 0.035 利實鍍鋼 -5 1.00 1美元兌30.448新台幣
全場交易總值  1,069,845,000令吉 普騰 -16 3.90 名勝世界 62569 -6 3.38 無交易 206項 23/04 1288.16(+8.86) 泰達 3225 -- 0.40 五金冶煉 -5 0.90 1美元兌9230.00印尼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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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 Corp.)股東洛克菲勒

(Rockefeller)家族宣佈支持一項股東提議，該提

議旨在拆分公司首席執行員與董事長的職責。

儘管埃克森美孚在主要綜合能源公司中盈利狀況最佳，

但這家公司也因遲遲不願承認氣候變化與全球變暖的潛在影

響而受到批評。

洛克菲勒家族成員發表聲明，多數家族成員目前非常關

注埃克森美孚的發展方向，因此家族成員計劃推動公司治理

進行重大變革，實現董事長職責獨立化，並加強公司董事會

的領導職責。

改革埃克森美孚洛
克菲
勒家族

（吉隆坡 3 0日訊）世華媒體
（MEDIAC,5090,主板貿服組）今日首
開馬港雙邊上市先河，不但符合更多
基金經理與機構投資者的投資要求，
並可望為投資者創造顯著價值。

世華媒體集團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張

裘昌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在完成馬港第一

項雙邊上市活動後，結合星洲媒體、南洋報

業與明報企業的世華媒體的股票數量顯著增

加，流通量會逐步提升，相信股價表現會跟

着改善。

“3家公司合併的股票總數達16億8千萬

股，隨着股票數量的增加，公司的市值也超

過5億美元，符合更多基金經理或其他機構投

資者的投資要求，相信會吸引更多投資者的

注意。”

他補充，在股票數量顯著增加的情況

下，相信投資者也具有更多的投資空間，創

造流通量。

“在雙邊上市的推動下，相信世華媒體

將吸引更多香港投資者。”

目前，世華媒體的75%股票留在大馬，

25%則由香港股東持有。

聯昌投資銀行部主管陳駿

賢披露，目前確有數家

公司有意仿效世華媒體，向他們表

達雙邊上市的意願。

“世華媒體作為第一家馬港

雙邊上市的公司，肯定受到其他有

意進行類似計劃的公司的留意。”

不過，他並無透露任何詳

情。

陳駿賢指出，一般而言，不

同公司具有雙邊上市的目標，因此

管理層也會選擇不同的市場。

“以世華媒體為例，該集團

旗下星洲媒體與明報企業分別在大

馬與香港擁有強穩的品牌，因此選

在馬港雙邊上市。”

他補充，或者一些公司有意

在目標市場掛牌集資，以在當地打

響名號，也是有可能的事情。

“雙邊上市只是機制或工

具，以達到一家公司特定的目標。

因此是否選在兩地上市，一切得胥

視該公司的目標。”

達證券認為，

世華媒體合

併大馬4家華文報後，

廣告市佔率正直追英

文《星報》，也帶來

降低廣告折扣幅度、

更多協同效應等好

處。

該證券行指出，

集合《星洲日報》、

《光明日報》、《南

洋商報》、《中國

報》等刊物的世華媒

體，正握有大馬華文

平面媒體市場的89%

份額，也在華文媒體

廣告開銷市場中掌控

71%的比重，逼近《星

報》的市佔率。

分 析 員 認 為 ，

《星洲日報》等華文

報合併後，競爭也跟

着降低，從而避免廣

告折扣幅度。目前，

南洋報業旗下刊物的

廣告折扣幅度從50%大

幅收窄為20至52%，星

洲媒體的折扣幅度也

由30%降到15至20%。

“4報合併有助於改善廠

房效率、降低廢料、整頓供應

商與分銷系統。”

過去6個月內，世華媒體

透過節省成本與降低廣告折

扣幅度，省下2千萬令吉的開

銷。該集團的目標是在兩年內

節省1千800萬至3千萬令吉。

世華媒體全力創造價值
3家公司合併的股票總數達16億8千萬股，隨着股票數量的增

加，公司的市值也超過5億美元，符合更多基金經理或其他機構投資

者的投資要求。

張曉卿指着顯示世華媒體股價的交易板螢幕，欣然看到世華媒體正式上市。

張裘昌說，在建立世

界最強大的中文媒體

平台之一後，世華媒體也準備

和成功的電子媒體公司建立策

略性伙伴關係，以取得雙贏局

面。

他說，策略伙伴可以通過

不同方式建立，包括合併與收

購、注資或子公司。

詢及世華媒體是否已鑑定

其策略伙伴時，他說：“這一

直都在進行中。一切需待有具

體落實計劃後才對外宣布。”

張裘昌在執行董事沈賽

芬、聯昌投資銀行投資銀行部

主管陳駿賢及企業融資聯合主

管辛健偉的陪同下召開新聞

發布會時，被詢及世華媒體是

否準備把業務擴大至電子媒體

時，這樣表示。

他說，世華

媒體不會錯過跟成

功的電子媒體公司

建立策略性伙伴關

係，但是沒有必要

在這領域從新開始。

他說，事實上，世華媒體

已做好開拓及加強互聯網與電

子媒體市場的準備，包括以配

套方式提供中文資訊服務。

“我們是中文資訊的提供

者，目前以印刷與出版方式、

手機簡訊、網站新聞或其它管

道如電視台合作的模式提供中

文資訊服務。”

他舉例說，許多電視台與

電台是採用印刷媒體的新聞來

提供資訊予觀眾與聽眾；該集

團旗下雜誌也跟一些電視台建

立合作關係等。

“這些都是讓印刷媒體

開拓多元媒體市場的方式，我

們是確保中文資訊能夠通過不

同的平台，接觸各種不同的

讀者、觀眾、用戶或網上使用

者。”

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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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裘昌說，世華媒體目前不優先考慮開拓其

它語文市場，而是加強開拓發展空間龐大

的中文媒體市場，加強本身的優勢。

他說，世華媒體把市場目標放眼於全球，更不

忽略最大中文市場的中國與台灣。

他表示，世華媒體已通過萬華媒體集團有限公

司開拓中國市場，並於6月19日在台灣發行明報週

刊，正式進軍台灣；星洲媒體與南洋報業合併後取

得顯著成長，而明報業務也擴展至南美洲一帶。

“以雜誌在中國廣告開銷市場的比重少過2%，

遠遜於香港60%的實況來看，中文媒體市場還有很大

的發展空間。”

他深信及預見中文媒體市場的前景是美好與樂

觀的。

張裘昌：締造雙贏

尋電子媒體策略伙伴
放眼全球 

加強優勢開拓中文市場

馬港雙邊上市  創造流通量

陳駿賢：多家公司有意仿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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