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股頭兩月升勢21年最佳

李小加：IPO融資額全球三連冠
港交所賺50億僅升1%
受到歐債及環球經濟前景轉弱等影響，

港股去年大市成交持平，亦令港交所
（00388）去年純利僅升1%至50.93億元，
符合市場預測水平，末期息每股派2.09元。
值得留意的是，若撇除今年新設約1億元的
「無人認領股息」 收益入帳，其純利將倒退
約1%。由於業績缺乏驚喜，股價呈現好淡
爭持，按日微跌0.1元，收報144.6元。

本報記者 郭文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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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廣電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更換職工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公告內容不存在虛假記載、誤導
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準確和完整承擔個別及
連帶責任。

公司第八屆監事會職工監事周克明先生因到齡退休不再擔任公
司職工監事職務。根據《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經
公司職代會民主程序審議，選舉林華勇先生（簡歷附後）擔任公司
第八屆監事會職工監事，任期至第八屆監事會任期屆滿。

公司對周克明先生在任職期間為公司發展做出的貢獻表示衷心
的感謝！

特此公告。

上海廣電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監事會
2012年3月1日

附：林華勇先生簡歷
林華勇：男，1961年3月出生，大專學歷，政工師。曾任上海

電視一廠技校教師、團委書記、黨支部書記；上海金星實業公司黨
總支書記、副總經理；上海廣電（集團）有限公司組織人事部組織
員；上海廣電金星電子有限公司工會主席、人事經理；上海廣電
（集團）有限公司工會副主席；上海廣電數字音像電子有限公司黨
委副書記、工會主席；上海廣電信息產業股份有限公司平面顯示器
分公司黨委副書記、書記；上海廣電信息電子銷售有限公司黨委書
記；上海廣電信息產業股份有限公司紀委書記、工會主席、職工監
事。現任上海廣電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紀委書記、工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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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獅玉浦旅港澳同鄉會成立暨首屆董事

就職典禮，在各級領導、各方友好社團，以

及廣大旅港澳和海內外鄉親的熱忱關愛、大

力支持下，於二〇一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在荃

灣如心海景酒店隆重舉行，並取得圓滿成

功，謹此表示由衷謝悃！

然而，由於工作上的疏忽，仍有失誤。

其一，《紀念特刊》第十二頁， 「創會

會長」 欄目下，陳新賢鄉賢此處的名銜應為

「創會會長」 ，而誤植為 「常務副會長」 。

其二，當日見報的祝賀廣告中，友好社

團排名遺漏 「錦塘旅港同鄉會」 尊名。

特此更正並表示深切的歉意！

石獅玉浦旅港澳同鄉會 致意

2012年2月29日

澳博賺53億升49%創新高

合景泰富（01813）去年核心盈利按年增長 45%
至18.6億元（人民幣，下同）。不過首席財務官兼行
政總裁徐錦添表示，受經營環境影響，今年開工量將
由去年150萬平米減至今年約120萬平米。公司去年
全年預售額僅115億元，達標率僅得77%，故今年不
敢過於進取，銷售目標定為120 億元，較去年的150
億銷售目標下跌20%。

加拿大公司陽光油砂（02012）將於今日掛牌，
昨晚其暗盤價破底跌 1.22%，收報 4.8 元，不計手續
費，每手 500 股蝕 30 元。該股以招股價下限 4.86 元
定價，公開發售僅獲認購23%，申請一手的中籤比率
為100%，保薦人為摩根士丹利、德銀和中銀國際。

另外，福建豬肉供應商普甜（01699）昨首日招
股，多家券商中有兩家錄得孖展認購，合共借出
1100 萬元。另據外電報道，從事銀鋅礦開採的育空
鋅礦公司（Yukon Zinc Corp.），擬今年底或明年初
來港上市，集資最多約2億美元（約15.6億港元），
保薦人包括瑞信和德銀。該公司在加拿大西北部育空
地區擁有鋅、銀礦資源。

去年底負債比率大升的碧桂園（02007）於日前
公布業績後，隨即公布配股，是繼去年後，再次為內
房股揭開 「抽水」序幕的公司。據銷售文件指出，碧
桂園以先舊後新方式，以每股3.16元至3.3元，配股
集資約4億美元（約31.2億港元），配售價較碧桂園
昨日收市價 3.51 元，折讓 6%至 10%，配售代理為高
盛及摩根大通。

文件稱，碧桂園大股東楊惠妍在配售前，持股
59.8%，公司及大股東之後有90天的禁售期，集資所
得會用作資本開支、營運資金、一般企業用途以及降
低槓桿比率。該股昨日逆市跌 4.1%，收報 3.51 元，
成交 1.69 億元。碧桂園亦於去年公布業績後，翌日
隨即宣布 「抽水」9億美元，息率高達11.125%。

亨得利（03389）發布盈喜，預期集團截至去年
12 月底止的財政年度的純利較對上財年錄得顯著增
幅。盈利增長主要緣於大中華區消費能力強勁、集團
業務拓展順利展開以及有效的成本控制等。公司昨天
收報3.35元，下跌0.888%。

港交所去年收入及其他收益錄得78.55億元，按年
增長3.8%，其中包括交易費及系統收入在內、受市場成
交額影響的收入，按年上升5.2%至52.84億元。另外，
雖然香港首次公開招股（IPO）集資額連續三年高踞全
球榜首，惟上市費按年持平，主要受衍生權證、牛熊證
數目減少所致。李小加透露，今年上市申請勢頭繼續保
持強勁，今年1月份共錄得102宗上市申請，目前正在
審理，部分已獲批准。

期內，港交所錄得一筆1.08億元的其他收益入帳。
行政總裁李小加解釋，相關收益主要由中央結算持有已
超過7年但仍未被領取的現金股息，相關股息去年經過
詳細商討後，最後決定於去年度業績開始入帳。他補充
，交易所決定往後未被領取的股息，會按年進行入帳。
由於是次入帳是過去7年的總和，故今年度的入帳額肯
定較小。一般而言，每年於中央結算未被領取的股息，
介乎800至1000萬元左右。

1月份錄102宗IPO申請
報告顯示，港交所去年營運開支錄得18.23億元，

按年大升13%。其中，員工開支上升15%至佔10.3億元
。截至去年底止，交易所全職員工總數為 940 名，較
2010 年底的 866 名，增加 74 名或 8.5%。李小加解釋，
增聘人手主要應付《戰略規劃2010 至2012 年》各項新
工作所需，交易所今年計劃再增聘100人，主要負責新
數據中心、託管等新項目。另外，去年資本開支為7.43
億元，董事局已批出 16 億元資本開支，將於未來數年
分批投放。

其他開支方面，資訊科技及電腦維修相關佔3.02億
元，按年增長14%，主要因應現貨市場系統更新，以及
加強網絡保安等。期內，法律及專業費用按年急升逾
1.1倍至3500萬元，主要是為推動場外絡算服務、人證
港幣交易等工作計劃所需。由於整體經營開支增幅，較

收入增長為高，成本對收入比率由 21.3%，急升至
23.2%。他強調，資本開支將會以內部資源應付，現階
段並無融資的需要，亦不會影響交易所的派股政策。

首隻人民幣IPO將應市
港交所《戰略規劃 2010 至 2012 年》進入最後一年

，李小加昨日主持業績發報會上，亦不忙重申交易所變
革的重要性。其中，人民幣股票各方面已做好準備，並
相信即將有首隻人民幣IPO應市。他又提到，內地公司
在交易市場增發股份的潛在數量龐大，目前港股每日成
交中，大都集中於由公眾持股的 10 萬億元股份，餘下
由大股東持有的10萬億元交投極少。

不過，相信未來 10 年中國持續改變經濟模式，從
以往依賴出口貿易轉為消費及投資型社會，將會逐步釋
放 11 萬億元市值的 H 股公司內資股。李小加又指，單
以股票計算，港交所平日成交約 60 億美元，而交易流
通比率更低至 55%。目前納斯達克及紐交所分別高達
291%及 125%，而上交所及深交所亦達 129%及 218%，
甚至比東交所、韓交所、台交所介乎108%至179%為低
，期望未來內地投資者進入本港市場，有助推高市場流
通速度，至少達100%與區內市場看齊。

陽光油砂暗盤破底

合景降銷售目標20%

碧桂園配股籌31億

亨得利溢利增發盈喜

桑德國際（00967）董事長文一波表示，佔公司
總收入90%以上的EPC（工程、採購及建造）業務，
未來的收入複合增長率可保持在20-40%之間。他預
期，今年公司資本開支約15-20億元（人民幣，下同
），主要將用於收購 BOT（建設、運營及移交）項
目，其中60-70%為銀行長期融資。

國際資源（01051）公布截至去年12月止中期業績
，錄得收益按年跌 7.9%至 23.2 萬美元，淨虧損由
887.2 萬美元擴大至 919.5 萬美元（約 7168 萬港元），
每股虧損 0.06 美仙，維持不派息。虧損增加主要由
於集團之以股份支付之開支（非現金開支）增加。

投資者憧憬環球 「放水」行動，華爾街股市持續造好
，道指重上 13000 點，是 08 年 5 月以來首次，刺激港股昨
在2月最後一個交易日承接升勢，滙豐控股（00005）浮上
70 元水面，領軍帶動港股升 111 點，恒指收報 21680 點，
國企指數升 65 點至 11827 點，主板成交增至 709 億元。證
券界預期，港股破位的機會不大，且有升市接近尾聲的可
能，認為現價值博率不高。

上月漲1289點或6%
總結整個2月，恒指累積上升1289點，升幅達6.3%，

港股今年初至今，亦已累漲17%，其間曾見去年8月4日以
來最高位，升幅更創出自1991年以來最佳。

海通國際中國業務部副總裁郭家耀表示，隨着內地股
市走勢穩定，配合外圍市況繼續向好，港股重展升浪，短
期有機會挑戰22000點水平，支持位暫見21200點附近。不

過，信達國際研究部高級分析員趙晞文指出，雖然歐洲央
行推出第二輪長期再融資操作（LTRO），暫可紓緩歐債
危機，刺激港股向上，但資金輪流炒作金融、地產及資源
股後，連公用股也開始被炒上，要小心 「藍燈籠」高掛，
升市可能接近尾聲，建議低位博反彈的散戶，宜趁高先行
鎖定利潤，皆因值博率已不高。

滙控反彈升穿70元
滙控本周一公布業績後，大行對前景看法分歧，股價

受壓後見反彈，早段升破70元關口，見70.7元高位，收報
70 元，升 1.2%，為恒指進帳 40 點。渣打（02888）午後公
布業績後股價靠穩，收報200元，升0.4%。國泰（00293）
連日強勢，昨日再炒高至15.5元，收報15.4元，升3.5%，
是升幅最大藍籌。煤氣（00003）升2.5%，收報19.8元；電
能實業（00006）先跌後升，收報58.1元，升2.25%。

澳博全年業績摘要
（單位．港元）

分項

博彩收益

．貴賓博彩

．中場賭枱

．角子機

經調整EBITDA

股東應佔溢利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末期息*

每股特別息*

*為待股東會批准

2011年

755.14億

527.79億

212.81億

14.55億

69.23億

53.08億

96.4仙

43仙

22仙

2010年

571.95億

388.62億

171.54億

11.79億

48.58億

35.59億

69.2仙

30仙

--

變動

+32.0%

+35.8%

+24.1%

+23.4%

+42.5%

+49.1%

+39.3%

+43.3%

不適用

國際資源蝕7168萬

澳門賭業股 「一哥」澳博（00880）公布全
年業績，股東應佔溢利升 49.1%，達 53.08 億元
新高，不過市場份額繼續下跌至29%。董事會建
議派發每股末期息43仙，另派特別息22仙，全
年派息率達76%， 「四太」梁安琪單是收取末期
息便接近3億元。

澳門博彩收入持續創新高，一眾賭場齊齊分
杯羹，市場憧憬澳門賭業股步入派息期。計及每
股中期息 8 仙，澳博全年合共派發每股 73 仙，
按年激增超過一倍，股息回報率達4.5厘。

撇除特別股息，澳博全年派息率仍有50%。
財務總監麥文彬（Robert McBain）在分析員會
議上表示，未來派息率有望維持在50%水平，至
於會否繼續派發特別股，則要視乎發展而定。

此外，澳博行政總裁蘇樹輝在業績公告表示
，發展氹仔面積約7萬平方米的地皮，有關申請
已進入後期磋商階段，待澳門政府最終批准後，
將發展綜合娛樂度假村。麥文彬指出，澳博去年
底現金及銀行結餘合共207億元，有足夠資金支
持未來發展，故並不擔心財務安排。

澳博去年經調整EBITDA（未計息、稅、折
舊及攤銷、捐款前盈利）升 42.5%，創新高至

69.23 億元，經調整 EBITDA 率由 8.4%升至 9.1%
。期內，來自博彩收益錄得 755.14 億元，增長
32%，其中貴賓博彩業務收益升35.8%至近527.8
億元，反映區內更多流動性資金可供博彩中介人
運用，令中介人購買籌碼的數目上升。不過貴賓
博彩業務的贏率，由2.91%微跌至2.88%。

麥文彬解釋，貴賓賭枱由第三季的613張，
降至第四季末的595張，主要因為部分賭枱進行
維修，亦有部分賭枱轉至中場。期內，中場賭枱
博彩收益錄得 212.8 億元，按年增長 24.1%，角
子機收益漲23.4%至14.55億元。

市佔率季升一個百分點
在澳門6個賭牌之中，澳博的市場份額最高

，2011年底為29%，略高於去年第三季的28%，
惟較 2010 年的 31.3%市佔率，低 2.3%，亦低於
2009年的29.4%市佔率。證券界擔心，繼銀河娛
樂（00027）旗下澳門銀河去年 5 月開業，以及
金沙中國（01928）在氹仔的項目第一期今年 4
月開幕，勢對澳博的市佔率進一步構成威脅。

麥文彬並無正面回應，只暗示或有機會被搶
佔部分份額，惟強調澳博仍然可當上行業領導者

。不過證券分析員相信，即使澳博可維持 「一哥
」地位，但競爭對手的市佔率將與澳博拉近。

澳博除了部署發展氹仔新項目，集團旗下賭
場亦擴大發展，包括新葡京娛樂場繼去年 10 月
，在二樓增設12張賭枱，今年上半年亦在31樓
增設額外的貴賓博彩設施。十六浦度假村第三期
綜合大樓，總建築面積4萬平方米，部分屬於擴
建的博彩空間，預期2014年完成。

年屆62歲的港交所主席夏佳理（見圖），今
年任期屆滿後將退休，他將於股東大會後正式
退任。由於夏佳理未有親自出席業績發布會，
行政總裁李小加即成為媒體追問的目標。不過
，李小加對於有關夏佳理的去向三緘其口，強
調不了解夏佳理下一步工作計劃，亦指替任人選
及任命，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決定，很快會有消息
公布。

事實上，李小加的任期亦將於今年屆滿，被問及會
否續任。他稱，至今未有任何人與他談論合約事宜，只
表示非常熱愛目前的工作，並努力學習及盡力去做。

另外，港交所將於3月5日起，實施第二階段延長

港股交易時段，第一節交易時間維持不變，由上
午9時30分到中午12點，第二節的開市時間，
則由下午1點30分，提早至下午1點，全日收
市仍為下午 4 點。對於午休由 1.5 小時，縮短
至僅1小時，引起華資經紀一片反對聲音，強

烈要求擱置計劃。
李小加昨日重申，為提升本港金融市場競爭

力，包括延長交易等多項改革必須推行。當初並無同意
進行兩步諮詢，即推行第一階段後再作諮詢，而是推行
第一階段加時之前的諮詢，交易所了解業界的意見及困
難，並經商討後才決定分兩階段推行，以便業界有足夠
時間適應及配合。

港交所業績概況
（截至12月底止，單位：港元）

收入及其他收益

*交易費及系統收費

*上市費

*結算及交收費

營運支出

稅前盈利

純利

每股盈利

股息

*包括末期股息2.09元

2011年

78.55億

29.36億

9.49億

16.63億

18.23億

60.32億

50.93億

4.73元

4.25元*

按年變幅

+3.8%

+3.3%

+0.4%

+6%

+13.1%

+1.3%

+1.1%

+1.1%

+1.2%

夏佳理退休 李小加未談續約

桑德20億購BOT項目

◀李小加透露
，今年上市申
請勢頭繼續保
持強勁，1 月
份錄得 102 宗
上市申請

本報攝

▲澳博股息回報率達4.5厘

港交所（00388）旗下薪酬委員會發表新一年度報
告，建議提高交易所董事及委員會成員的薪酬，其中主
席薪酬調高至每年 90 萬元，而其他非執行董事的薪酬
亦調高至每人每年 60 萬元。報告指出，董事會主席
2010至2011年度袍金訂為50萬元，而於2011至12年度
已加一成至55萬元。薪酬委員會提出2012至13年度為
90萬元，換言之加薪幅度高達63.6%。以現任主席夏佳
理為例，報告指其袍金及其他薪金總計收取75.25萬元
，而新任主席年薪將超過100萬元。報告又披露，行政
總裁李小加去年報酬為 1661.9 萬元，當中薪金佔 752.4
萬元，而現金花紅亦佔 752.4 萬元。委員會建議撥出
1.136 億元，根據股份獎勵計劃購入港交所股份，獎授
包括行政總裁在內共138名僱員。

薪委會倡主席加薪至90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