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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G將旗下AIA股權注入特殊目的機構（SPV），
準備分拆上市。

英國保誠與AIG達成共識，以355億美元收購AIA
業務，AIA放棄上市計劃。

AIG拒絕將收購價由355億美元降至303.75億美元
，保誠宣布終止與AIA的合併協議，並將向AIG支
付違約費1.53億英鎊。AIA重啟上市計劃。

AIA於香港進行公開招股，集資1383億港元，成為
香港最大規模的新股上市集資紀錄，並於10月29
日掛牌上市。

港交所（00388）昨宣布，與上海期貨交易所就相互
合作及資訊互換，已於3月2日在上海簽訂合作備忘錄。
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表示，今次與上期所簽訂協議，是
繼早前與內地其他商品交易所簽訂同類型協議後，繼續執
行戰略部署的一部分。

全球大宗商品交易巨頭嘉能可（00805）公布2011年
度全年初步業績，期內總收益1861.52億（美元，下同）
，按年升28%。純利40.48億元，按年升213.6%；每股盈
利72美仙，派末期息10美仙，全年總股息達每股15美仙
。公司昨天收報51.9港元，下跌2.26%。

滙豐昨天宣布，委任霍偉年（Vieneet Vohra）為亞
太區財富管理業務發展主管，即時生效。霍偉年駐於香港
，負責帶領亞洲團隊，透過滙豐的全球財富管理業務策略
，在亞洲發展財富管理業務。

花旗集團昨天宣布，委任譚婉芬為花旗集團香港區人
力資源部總監，接替退休離任的林蔡詠儀，即日生效。譚
婉芬將負責花旗集團香港區的人力資源事務，以及發展人
力資源策略、員工權益計劃和管理層的配置及培訓。

備受澳洲鐵礦項目超支困擾的中信泰富（00267），
計劃尋求30億至40億元銀團貸款，以增強業務實力，貸
款為期3至5年。《路透社》旗下IFR報道，中信泰富早
前已與多家銀行就有關貸款進行洽談，有銀行人士估計，
公司希望透過該筆貸款，用於澳洲鐵礦項目，用作給予中
冶集團 8.22 億美元（約 64 億港元）的額外投資。中信泰
富去年8月曾籌組銀團貸款，涉及45億元，為期5年，息
率為本港銀行同業拆息加153個點子。

高鑫零售（06808）執行董事黃明端昨在記者會上表
示，今年同店銷售難以達到雙位數，預期全年與首季度相
若，維持單位數增速。高鑫零售去年同店銷售增幅為
8.8%。

至於毛利率方面，他稱，高鑫計劃調整商品結構，推
出更多自有品牌，加強宣傳力度，爭取今年度可達致
2011年度的20.4%水平。他表示，為保持業務增長勢頭，
今年計劃投入60億至70億元人民幣，並會開設50間新店
。高鑫截至去年底在全國共有230家綜合型大賣場。高鑫
去年內地大賣場的市佔率為 12.8%，上升 2.2 個百分點，
是全國最高。

花樣年（01777）昨公布，2 月實現合同銷售金額約
2.54億元（人民幣，下同），銷售面積約3.4309萬平方米
，同比增長分別為12%和47%。截至2月29日，公司累計
實現合同銷售金額約3.43億元，累計銷售面積4.4852萬平
方米。

IG 現時持有 39.6 億股或 32.89%股份
，配售 17 億股相當於其持股 43%。
AIG表示將於今日為配售定價，友邦
預期將於3月7日復牌。

友邦由上市至今，市場一直認為 AIG 於
禁售期滿後，將沽手頭 AIA 股份，以償還部
分對美國財政部的債務，這亦是困擾友邦股
價的一大因素。AIG現時持有39.6億股友邦股
份，市值高達1156.32億元。

但 AIG 行政總裁本穆沙於上月中表示，
會於今年內考慮如何處理所持的友邦股份，
其中一個方案是增持至51%，又或悉數減持友
邦套現，但指股東對短期內減持的做法不感
興趣。市場憧憬 AIG 不沽售友邦股份之餘，
反大幅增持，加上友邦早前公布的業績較預
期理想，刺激友邦股價於上周二（28 日）創
上市以來新高，而停牌前報29.2元。

是次配售完成後，AIG仍有約22.6億股，
有關股份將設有180 日（6 個月）禁售期。而
是次配售代理為高盛及德銀。

或再沽售手頭餘下股份
建銀國際研究部高級分析師余君峻表示

，美國政府持有AIG77%股權，為減低AIG對
美國政府的負債，沽售友邦股份為預期之內
。他續稱，現時 AIG 對美國財政部的債務高
達 1832 億美元，即使是次出售友邦股份，亦
只能套現 60 億美元，故不排除禁售期滿後，
AIG會因應市場情況再次沽售手頭餘下股份。
他預期，短期內有關減持消息或對友邦股價
有影響，長遠則要視乎友邦的業務表現，但
強調 AIG 沽售友邦並不影響友邦的實際運
作。

2008 年金融海嘯爆發，為免 AIG 倒閉，
美國聯邦儲備局宣布向AIG提供850億美元的
緊急貸款，並以集團79.9%股份的認股權證來
作交換。AIG雖然避過倒閉，但為償還美國政

府的債務，不斷出售旗下業務，而將友邦分
拆上市，正是償還債務的其中一環。故有分
析認為，AIG配售友邦，標誌着一個歷史遺留
問題開始得到解決，不明朗因素消除下，長
線利好友邦股價，但短線難免受消息影響。

A

港二月份強積金回報3.54%

折讓最多7% 所得用來還債用來還債

AIG配售友邦套468億
友邦保險（AIA）（01299）昨早突然停牌，宣布大股東美國國際集團

（AIG）準備配售其股份。市場消息指，AIG將以每股27.15元至27.5元配
售17億股友邦股份，套現60億美元（約468億港元）。相關配售價較友邦
停牌前29.2元折讓5.8%至7%。AIG發表聲明，指出售友邦股份所得，將用
來償還對美國財政部1832億美元的債務。

本報記者 邵淑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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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交所昨日正式實施第二階段延長交易
時間，但交投並無延長時間而增加，相反卻
有縮減情況，可謂出師不利，主板全日交投
跌破600億元，至577億元，較上日減少35
億元。上午時段 2.5 個小時成交佔 300 億元
，下午時段3小時，成交反而縮至277億元
。新交易時間為，由上午9時半至12時，與
原有時段不變；下午交易時段則提早半個小
時，由1時至4時。

有證券行董事表示，昨日生意額並無增

加，亦不會增加員工工作負荷，但現時經紀
已減少出外用膳，只能買飯盒回公司午膳。

為表達對港交所（00388）推行第二階
段延長交易時間計劃不滿，工聯會立法會議
員潘佩璆和王國興，以及香港證券及期貨從
業員工會多名代表昨日到交易所門外示威。
王國興表示，工會早前舉辦兩次千人遊行，
抗議港交所不公平，不公正行為，只顧維護
大型證券行的利益，並沒有了解證券從業員
的困難及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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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不滿第二階段交易計劃

雙樺控股（01241）去年的毛利率，由 23.1%按年跌
至21.4%。該公司主席兼行政總裁鄭平昨表示，市場氣氛
欠佳，令產品平均單價下跌。今年國際市場不穩定或令公
司面臨挑戰。不過今年公司會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以提升
毛利率，唯今年受外圍環境影響，產品價格料不會回升。
公司昨天收報0.93元，下跌9.709%。

該公司首席財務官兼聯席公司秘書鄧露娜表示，去年
國際自產壓縮機銷售約4萬台，有信心今年銷售超過8萬
台。如果成本不變及價格不再下調，銷售超過8萬台壓縮
機能令相關項目達致收支平衡。鄭平透露，目前手頭現金
1.5億元人民幣，暫時沒有集資計劃。去年度派息比率達
30%，未來派息要視乎業績而定。

雙樺降成本提升毛利率

內 地 江 蘇 省 射 頻 電 纜 製 造 商 俊 知
（01300）將於今日至3月9日正午招股，該
股招股價介乎 1.1 至 1.5 元，每手 2000 股，
入場費 3030.24 元。獨家保薦人為永豐金證
券。

以中間價 1.3 元計，是次集資淨額 2 億
元。集資所得30%擬用於擴大銷售及分銷網
絡，20%用於償還銀行貸款，15%用於擴大
產能及提升生產設備，15%用於潛在合作投
資和收購，10%用於研發，10%為一般營運
資金。

俊知招股書顯示，集團截至去年年底，

持有現金約 3.83 億元（人民幣，下同），
一年內到期的銀行借貸約9.4億元。

光銀考慮港上市時機
公司董事會主席兼執行董事錢利榮表示

，集資所得部分會用於拓展中國西部省份和
海外銷售市場，如印度、巴西及俄羅斯市場
，相信增長潛力很大。另一邊廂，光大銀行
董事長唐雙寧昨日出席全國人大會議的間隙
時表示，由於港股反彈，該行正考慮在香港
上市的合適時機，並會把 H 股 IPO 發行價
定在合理水平。

俊知今招股入場費3030元

港PMI指數 創10個月新高

受惠股票市場於二月份表現持續理想，帶
動本港二月份強積金回報有 3.54%，其中以股
票基金表現最好，回報率達 5.46%，高於混合
型基金的3.44%，而債券基金僅錄得0.18%的回
報。而在股票基金中，以大中華及香港股票基
金表現最好，回報率均逾6%。根據基金統計公
司理柏的資料顯示，總計今年頭兩個月，本港
強積金平均投資回報達8.72%。

理柏香港研究部主管黃澤銘表示，股票基
金期內回報理想，主要由於近期美國經濟數據
，如新屋銷售量、消費者信心及失業數據等均
較市場預期理想，投資者憧憬美國經濟轉好。
此外，歐盟發放新一批貸款予希臘，亦解除短
暫不明朗因素。加上日央行 「放水」及人行下
調存款準備金等措施下，市場 「水浸」令資產
價格上升。

他續稱，股市自去年10月低位反彈至今，
未見有明確調整，故不排除短期股市會有健康
調整，惟各央行若持續 「放水」，股市可望繼
續向好。但他指出，近期油價高企，如中東及
伊朗局勢持續不穩，油價勢難回落，歐美及中
國通脹壓力或重臨，屆時央行或要收緊銀根，
對股市不利。

根據理柏的資料，今年首兩個月以來，以
股票基金的表現最好，回報率高達13.41%，其
中中國股票基金回報率最好，高達17.68%；而
大中華股及香港股票基金均錄得逾 16%回報率
。而恒指於今年首兩個月內急升3246點，升幅
達17.61%。至於混合型基金今年首兩個月回報
率為 8.31%；但債券基金及保證基金僅錄得
1.9%及 1.99%的回報率。貨幣基金則更只有
0.04%的回報。

■花樣年上月銷售增12%

■中信泰富尋 40 億銀貸

■高鑫料銷售單位數增長

■花旗港區管理層有變動

華潤水泥（01313）去年盈利倍增，但
卻遭到證券界看淡，預期今年利潤率受壓，
華潤水泥首席財務官劉忠國昨日稱，力爭今
年毛利率企穩在30%以上；新任行政總裁潘
永紅預期，水泥價格在下半年有機會回升。
另外，華潤水泥調低目標產能增長 4%至
12%。

去年水泥股有波幅無升幅，主要受到內
地固定投資放慢，影響水泥需求。潘永紅表
示，自春節後，廣西、海南水泥價格出現回
落，而珠三角地區則持平。基於首季屬於傳
統淡季，估計隨着第二季需求趨升，下半年
價格回升的機會較大。就去年毛利率降至
31.1%，劉忠國回應指，煤價在年初以來有
若干幅度回軟，雖說可降低生產成本，但客
戶亦會要求水泥價相應調整，希望今年毛利

率維持在30%以上。
另外，劉忠國稱，今年資本預算

支出 62 億元人民幣（未包含收購）
，而到 2014 年止，用於新建項目共
達 80 億元人民幣。倘若未再有新項
目收購，2012 年淨負債比率會由

91.3%，降至80%。
儘管華潤水泥業績亮麗，去年盈利大增104%，達到

41.79億港元，但卻未獲證券界受落，股價昨日大跌4.8%
，報6.25元，是表現最差水泥股。

滙豐昨公布，2 月份經季節性
調整的香港採購經理指數（PMI）
升至 52.8，創 10 個月來新高，較 1
月份升0.9點，升幅是去年4月以來
最強勁，顯示香港私營企業的經營
環境有實質改善。滙豐環球研究大
中華區經濟師郭浩莊指，本港和內
地需求復蘇，讓香港經濟的復原步
伐越趨穩固。上月就業數字微降，
相信與農曆新年期間企業暫停招聘
有關，預計影響將由下月起消退。

滙豐表示，上月新業務量增幅
，連續第3個月上升，創去年1月後
最好表現，擴張幅度是逾一年來最
大；而來自內地新訂單亦是 4 個月
以來首次輕微增長。經季節調整的
產出指數上升近 4 個百分點，創 11
個月以來高位。不過，企業投入成
本進一步上升，令投入價格持續第
32個月上升，但總投入成本升幅較
1 月放緩，企業亦透過提高產品售
價，將部分成本漲幅轉嫁客戶。

香港私營企業則認為，新業務
增長的部分原因與經營環境好轉有
關。2 月份受訪企業的新接工作量

連續第 3 個月上升，擴張率為 2011
年 1 月以來最大。在最近一個調查
期內，來自中國內地的新訂單也出
現增長，終止過去 3 個月以來的跌
勢。至於私營企業上月就業職位減
少，情況與1月相反，跌幅是5個月
以來最大。

今年 2 月份，香港私營企業的
投入品採購量出現增長，一反 2011
年 6 月以來每月持續下降的趨勢。
投入品也錄得 6 個月以來首個庫存
升幅。受訪機構顯示，增加採購主
要與新業務量上升有關。另一方面
，2 月份供應商縮短了供貨耗時，
是 5 個月來首見，而供應商表現的
改善程度為接近9年來最佳。

郭浩莊則指出，隨着本港和內
地需求復蘇，香港經濟的復原步伐
越趨穩固。私營企業活動頻繁，新
接訂單及待完成工作量增加，工資
升幅繼續強勁。至於 2 月份就業職
位微降，他相信與農曆新年期間企
業暫停招聘有關，預計影響將由下
月起消退。

30%

▲華潤水泥管理層左起：首席財務官劉
忠國、行政總裁潘永紅、主席周龍山及
戰略發展總監余忠良

18家金融海嘯時期接受美國政府資助
的大型金融機構還款情況

名稱

美國銀行

紐約梅隆銀行
（The Bankof NewYork Mellon）

花旗銀行

美國國際集團（AIG）

高盛

摩根大通銀行

摩根士丹利

富國銀行
（Wells Fargo &company）

Northern Trust資產管理公司

Sun Trust銀行

合眾銀行（U.S. Bancorp）

已還資金

150億美元

30億美元

250億美元

1388億美元

100億美元

250億美元

100億美元

250億美元

157.6億美元

35億美元

66.0億美元

剩餘應還資金

--

--

--

435億美元

--

--

--

--

--

--

--
▲友邦保險昨早突然停牌▲友邦保險昨早突然停牌
，宣布大股東美國國際集，宣布大股東美國國際集
團準備配售其股份團準備配售其股份

▲受惠股票市場於二月份表現持續理想，帶動本港二月份強積金
回報有3.54%

■嘉能可全年純利升兩倍

■港交所上期所簽合作協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