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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六 臺資企業在港掛牌一覽表 

更新日期: 2006 年 6 月 15 日 

Ticker Listing date Company name

Offer

price

(HK$)

Offering
shares
(mn)
including

reensho

 Fund

raised

(HK$mn)

 Market
Value End

of
2006/6/15

g (HK$mn)

產業分類 產品

0258 hk equity 1990/3/1 湯臣集團有限公

司
-            2,530 地產(中國) 集團主要經營物業發展及投資、款客及消閒業務、膠

管製造、證券買賣及投資控股。

0551 hk equity 1992/7/2 裕元工業(集團)

有限公司
-            33,934 鞋業 要從事製造及銷售運動鞋、運動型休閒鞋、便服鞋及

戶外鞋。

0660 hk equity 1993/2/5 耐力國際集團有

限公司
-            126 鞋業 公司之主要業務:投資控股，附屬公司主要從事制造

及出口運動鞋及運動型輕便鞋之業務。

0636 hk equity 1993/11/8 富邦銀行(香港)

有限公司

港基國際銀行有

限公司

-            3,399 銀行 集團透過各分行及附屬公司提供一系列銀行、金融財

務及有關之服務。

0990 hk equity 1994/1/25 榮暉國際集團有

限公司
140

1170 hk equity 1994/9/29 信星鞋業集團有

限公司
-            563 鞋業 集團之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主要從事製造、買賣、

經銷戶外鞋及其他鞋類業務。

1223 hk equity 1995/3/1 新灃集團有限公

司
-            1,715 鞋業 集團主要業務為製造及經銷鞋類產品，及物業及投資

控股。

0210 hk equity 1995/11/3 永恩國際集團有

限公司
-            7,330 鞋業 製造及銷售鞋類產品、鞋類元件及物料。

0322 hk equity 1996/2/5 康師傅控股有限

公司
-            24,450 食品製造 集團之主要業務為在中國製造及銷售方便麵、糕餅及

飲品。

0676 hk equity 1996/10/11 創信國際控股有

限公司
-            775 鞋業 集團主要從事製造及銷售鞋類產品。

1041 hk equity 1996/12/27 福邦控股有限公

司
-            147 木製品 公司主要製造木類產品，包括有木芯板，刨花板，傢

具及膠合板產品。

0334 hk equity 1997/6/18 唯冠國際控股有

限公司
-            672 電腦產品 主要業務為設計、製造及銷售電腦顯示器、製造及買

賣電腦顯示器零件及配件。

1136 hk equity 1997/10/6 台泥國際集團有

限公司
-            943 水泥 集團之主要業務包括在香港經營水泥進口及分銷業務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內地」）其他地方經營

水泥及礦渣粉製造及分銷業務，以及在菲律賓提供水

泥處理服務。集團亦透過其聯營公司在香港、中國內

地及文萊從事生產及分銷預拌混凝土，並於台灣提供

流動電話服務。

1225 hk equity 1998/12/18 隆成集團(控股)

有限公司
-            390 製造業(其他) 公司乃一間投資控股公司.其主要附屬公司從事嬰兒

產品之設計,製造及銷售.

0903 hk equity 1999/10/8 冠捷科技有限公

司
-            14,171 電腦產品 主要從事製造、設計及銷售電腦監視器，也製造其他

顯像管電腦監視器。

1163 hk equity 1999/11/11 瑩輝集團有限公

司
-            275 照明產品 集團本年度之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照明產品設計、

製造及銷售。

8015 hk equity 1999/12/17 乾隆科技國際控

股有限公司
-            65 軟件 主要業務為研究、開發及銷售電腦軟件，提供相關之

保養及顧問服務，以及投資資訊科技公司。

8041 hk equity 2000/7/7 大陶精密科技集

團有限公司
1.78       81.000    144.2        62 電子元件 集團主要從事製造銷售及特許陶瓷素材及套圈。陶瓷

套圈乃光纖連接器的關鍵及必不可少元件，這種連接

器廣泛用於電訊系統、數據傳輸網絡、地區性網絡及

有線電視網絡。全世界只有十家主要製造商 (包括集

團) 能夠以陶瓷粉末生產陶瓷素材及套圈。

8043 hk equity 2001/6/28 年代資訊影視有

限公司
1.00       92.000    92.0          30 娛樂 集團一直在香港及澳門從事發行外語家影視產品及電

影。

0885 hk equity 2001/7/12 福方國際控股有

限公司
1.08       107.500  116.1        248 汽車部件 主要從事貨車、旅遊巴士及汽車零配件買賣；提供汽

車維修保養服務；提供其他汽車相關服務；汽車融資

業務、開發「智慧卡」系統及投資控股業務。

8150 hk equity 2001/8/10 東光集團有限公

司
0.30       99.000    29.7          9 鐘錶 公司主要從事製造及銷售供鐘錶製造業使用之訂製合

成藍寶石水晶錶片。

0931 hk equity 2001/10/24 宏通集團控股有

限公司
0.60       400.000  240.0        110 電腦部件分銷 集團主要於中港兩地分銷以盒裝CPU為主的電腦組件

，另分銷網絡產品、伺服器等資訊科技產品以及提供

綜合電子啟動方案。

8179 hk equity 2001/11/5 艾克國際控股有

限公司

(2005/07/27 9:30

停牌)

-            解決方案供應商主要從事設計、開發、銷售及執行標準化eCRM軟件

方案，及向亞洲的商業企業提供IT相關諮詢及培訓服

務。

8159 hk equity 2002/1/4 輝煌科技(控股)

有限公司
0.43       80.000    34.4          80 電腦產品 集團主要從事設計、開發、製造及銷售供給電腦通訊

及銷售供給電腦通訊及電腦周邊產品為主駁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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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77 hk equity 2002/1/8 英普達資訊科技

公司

(2005/06/05 9:30

停牌 )

0.79 64.2 50.72        網絡解決方案 公司主要從事提供通訊服務、互聯網接駁服務、虛擬

專網（「VPN」）及解決方案服務。

1129 hk equity 2002/1/17 天鷹電腦集團控

股有限公司
0.50       115.000  57.5          98 電腦產品 集團之主要業務為生產及經銷中、高檔個人電腦周邊

設備、網絡產品及電腦配件。

0157 hk equity 2002/3/28 自然美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0.55       500.000  275.0        1,320 零售(化妝品) 集團主要從事(i)製造及銷售護膚品、彩妝品及芳香療

法產品；及(ii)提供美容療程、SPA服務及肌膚護理顧

問服務及培訓。

0915 hk equity 2002/5/10 林麥集團有限公

司
1.68       179.400  301.4        927 綜合企業 集團主要從事採購和提供供應鏈管理解決方案之業務

，客戶包括多個國家之連鎖式零售店營運商、品牌、

批發商、郵購公司及百貨公司。

8226 hk equity 2002/7/19 上聲國際控股有

限公司
0.50       80.000    40.0          98 電子消費品 集團主要從事以原設備製造及原設計製造之方式設

計、製造及銷售汽車用及家庭影院用之揚聲器系統。

2317 hk equity 2003/6/27 味丹國際(控股)

有限公司
0.89       425.296  378.5        1,386 食品製造 集團主要從事發酵食品添加劑、生化產品及木薯澱粉

產品，包括化工澱粉，葡萄糖漿、味精、梳打、酸及

飲料的製造及銷售。

2368 hk equity 2003/8/22 鷹美(國際)控股

有限公司
1.00       50.000    50.0          743 工業 以原設備製造方式來設計及製造男士、女士及兒童的

運動服。 

0699 hk equity 2003/12/12 嘉新水泥(中國)

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

1.48       328.900  486.8        1,177 水泥 集團主要從事生產及銷售「嘉新」註冊品牌的水泥。

2878 hk equity 2004/4/8 晶門科技

Solomon Systech

 (International) Ltd

1.75       694.118  1,214.7     5,587 晶片設計 集團是一家獨立無生產線半導體公司，專門從事設

計、開發及銷售專有IC解決方案，能夠生產出精密的

顯示器應用方案，如手機和掌上顯示器。

1116 hk equity 2004/6/21 美亞控股有限公

司
0.55       100.000  55.0          228 金屬加工 集團主要加工及製造各種鋼板及鋼管，供應客戶生產

3C 產品、運動器材及家庭用品與汽車零件。

0319 hk equity 2004/12/31 勤美達國際控股

有限公司
1.42       287.500  408.3        2,983 金屬加工 集團主要從事訂製金屬鑄件之設計、開發、製造及銷

售，以供各行各業之用。

2038 hk equity 2005/2/3 富士康國際控股

有限公司
3.88       956.501  3,711.2     114,808 電訊產品 公司的製造服務包括設計及製造精密治具及模具；產

品開發；製造元件、模組及系統；組裝及集成；及售

後服務。

0360 hk equity 2005/2/28 新焦點汽車技術

控股有限公司
0.94       100.000  94.0          1,091 汽車部件 集團主要從事製造及銷售供休閒及安全用途的電子及

電源相關汽車零部件及配件。

0482 hk equity 2005/5/12 聖馬丁國際控股

有限公司
1.08       133.628  144.3        916 影音產品 本集團的主要業務是設計、製造和經銷衛星電視接收

產品以通訊相關產品

0462 hk equity 2005/6/10 福茂控股有限公

司
0.88       75.000    66.0          219 解決方案供應商主要業務是提供工程系統承包及相關的支援服務，同

時銷售相關零部件及消耗品，客戶集中於香港、中國

及東南亞（包括馬來西亞及新加坡）等地。

0471 hk equity 2005/10/10 佳邦環球控股有

限公司 
1.02       312.500  318.8        1,075 電子元件 主要從事提供FPC解決方案，包括設計、製造及銷售

FPC，以及銷售組裝FPC(即FPCA)。

3336 hk equity 2005/11/3 巨騰國際控股有

限公司
1.40       260.000  364.0        1,660 工業 製造及銷售筆記本型電腦、LCD個人電腦、數碼相機

及遊戲機的外殼。 

0531 hk equity 2005/11/17 順誠控股有限公

司
2.75       793.500  2,182.1     10,557 傢俬 集團是美國家居傢俬行業中是具領導地位的批發商之

一。

0425 hk equity 2005/12/1 敏實集團有限公

司
2.25       230.000  517.5        4,440 汽車部件 設計、製造及銷售乘用車的車身結構件、汽車裝飾件

及汽車裝飾條。 

2398 hk equity 2006/1/11 友佳國際控股有

限公司 
1.13       70.000    79.1          210 工業機械 設計及生產CNC工具機、設計及建造立體停車設備，

以及設計及組裝叉車。 

2788 hk equity 2006/2/6 精 熙 國 際 （ 開

曼）有限公司
2.20       230.000  506.0        2,262 電子元件 生產及銷售光學及光電產品的塑膠及金屬零部件。 

0457 hk equity 2006/3/2 凹凸科技有限公

司 
2.40       2,365 設計、開發及推銷用於電源控制及保安用途的高效能

集成電路。 

Counts: 44 246,314
source: http://www.hkex.com.hk/datastatistics.htm ;HKEx Factbook various issues ;Mega(Barits) Security H.K. LTD, summa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