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鐵去年首次增加派發中期股息，當時港府已收
取逾 11 億元股息，今次末期息再派 0.51 元，
令全年派息率略增至近 30%，港府亦再收息
22.6億元。行政總裁韋達誠（Jay Walder）表

示，這實現採取漸進式股息政策的承諾，尋求增加每股
派息金額。

物業發展利潤佔49億
去年港鐵來自物業發展利潤佔49.34億元，主要來

自沙田名城及將軍澳第 56 區商場。物業總監鄧智輝表
示，2012年計劃推出5個物業發展項目招標，包括正與
西鐵公司商討朗屏（北）、朗屏（南）地塊，以及荃灣
西站（5）區灣畔項目，期望上半年有機會推出招標，
至於一度流標而被收回的荃灣西灣畔項目，亦期望下半
年可重推招標。

鄧智輝補充說，預期車公廟發展項目今年第4季可
取得入伙紙，有關利潤入帳時間要視乎預售情況而定。
他提到，深圳龍華線第二期已於去年6月投入服務，期
望 2013 年可扭虧為盈，龍華線上蓋項目亦進入實施階
段，期望可於上半年招標。

今年按機制調整票價
被問到票價調整的計劃，韋達誠回應說，今年根據

可加可減機制來調整票價，惟暫難預測票價調整幅度，
又指港鐵會全面參與檢討有關機制，強調一切屬於公平
及具透明度。他續說，港鐵會同時推出一連串的票價優
惠及市場推廣，票價調整機制能確保港鐵長線的投資，
公司每年亦需要投入 40 億元，更新系統及替換資產，
以維持鐵路服務質素。

不過，港鐵旗下昂坪360接連出現系統故障，集團
車務總監金澤培表示，正進行一連串系統更換及檢查，
並探討改善事故應變機制，以提高系統及服務的可靠性
，強調昂坪360系統安全。

港鐵在本港專營公共交通工具市場佔有率達45.4%
，總車費收入錄得 133.57 億元，按年上升 7.2%，其中
鐵路服務收入佔 93 億元，總乘客量增加 5.1%至 16.875
億人次新高。

管理層預期，仍具挑戰的環球經濟環境，對本港構
成負面影響，相信今年香港鐵路業務的乘客量增長速度
放緩，較受經濟影響的廣告業務，估計增長速度亦因此
減慢。去年車站廣告收入為8.93億元，增近22%。

港

希慎溢利85億飆1.2倍

5物業項目今年招標

港鐵賺147億增22%
受惠沙田名城項目入帳，配合車站業務

穩步上升，港鐵（00066）2011年核心盈利
達104.68億元，按年升近21%，計及投資
物業重估盈利，全年股東應佔溢利升22%至
147.16億元。董事會建議增派股息，末期
息每股0.51元，連同中期股息，港府全年
收息達33.7億元。管理層表示，今年將根
據可加可減機制檢討票價，又計劃今年推出
5個物業發展項目招標。

本報記者 李潔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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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鐵全年業績摘要
（單位．港元）

分項

總收入

總EBITDA*

股東應佔溢利

．基本業務

．物業發展

．投資物業重估

每股基本盈利

基本業務每股盈利

每股末期息

*為未計物業發展利潤、折舊、攤銷及非定額付款前經營
利潤

2011年

334.23億

121.24億

147.16億

62.43億

42.25億

42.48億

2.55元

1.8元

0.51元

2010年

295.18億

109.17億

120.59億

53.97億

32.6億

34.02億

2.1元

1.5元

0.45元

變動

+13.2%

+11.1%

+22.0%

+15.7%

+29.6%

+24.9%

+21.4%

+20.0%

+13.3%

銅鑼灣 「大地主」希慎興業
（00014），一直由利氏後人掌管，
集團昨日宣布，嚴磊輝已辭任行政總
裁一職，由利蘊蓮出任執行主席，正
式再由利家重掌帥印。

自從前主席利定昌於 09 年 10 月
猝逝後，希慎找來嚴磊輝擔任財務總
監，上任3個月擢升為行政總裁，及
後利定昌的堂親、利孝和女兒利蘊蓮
接替鍾逸傑，出任非執行主席。

現年 58 歲、出身金融界的利蘊
蓮表示，一年前已重返希慎工作，配
合嚴磊輝的個人新計劃，她亦順理成
章上任，強調與嚴磊輝會有穩定的交
接。被問到會否長期留在希慎，她只
回應說一切有待董事局安排，亦要視
乎公司的演變。

以 「尋求個人發展」為理由而請
辭的嚴磊輝，他形容自己是 「貪玩」
的人，當年接任行政總裁一職，希慎
廣場剛開始設計階段，加上認為銅鑼
灣區發展潛力大，且區內充斥生動活
潑的氣息，故決定加入 「搞旺」銅鑼
灣區。

至於會否擔心青黃不接，嚴磊輝
笑言 「無可能，一山還有一山高呀！
」曾擔任和黃港口行政總裁的嚴磊輝
，亦曾在本地其他大型企業及投資銀
行擔任高層，他表示，暫不會加入其
他地產公司，惟會尋求新的挑戰。

另外，曾任摩根士丹利分析員及
法國奢侈品品牌經理的劉少全，獲委
任為希慎非執行副主席，即時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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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理看好港股上半年表現
惠理集團（00806）主席兼聯席首席投資總監謝清海

昨在記者會上表示，現時港股估值不高，預計上半年受到
流動性提升，港股向上升的機會增加，目前是入市好時機
。但他對下半年情況不感樂觀，主要是因為受到歐洲債務
問題所困擾。

由於流動性充裕，他看好港股上半年的表現。惟各國
央行及政府推量化寬鬆措施主導股市發展，令上升趨勢難
以長期維持。他強調，港股估值最終仍要考慮股份的價值
及基本面表現。若各地央行繼續 「放水」，同時部分國家
削減開支，不排除未來兩至三年可能出現新一波金融海嘯。

他續指，投資股票是累積資本的較好方法，現時港股
估值便宜，但投資時應看公司本身的價值。

惠理集團（00806）昨公布，其全資附屬惠理香港向
比利時聯合資產管理，以代價估計為 4050 萬元人民幣收
購位於中國的金元比聯49%股權。公司行政總裁陳尚禮預
計，金元比聯數年合營未能產生顯著盈利，但是次收購屬
一項長期投資，需要時間營運，對合營長線投資具有信心
。他又稱，隨着內地放寬規管，未來會繼續引入新產品，
相信發展潛力非常大。公司昨天收報 5.17 元，上升
2.174%。

惠理表示，該收購為集團持續擴張大中華地區版圖策
略的一部分。合資公司將容許集團利用金元比聯的現有平
台，擴充在內地的基金管理業務。待收購完成後，集團將
協助合資公司提升投資及業務表現，以及研究合作發展機
會。陳尚禮預計，該交易有可能於一至兩個月內完成，已
經獲得中國證監會批准，現時仍有待商務部作出監管批准
及向相關工商部門提交。

惠理主席兼聯席首席投資總監謝清海稱，該集團是次
進軍內地市場主要是看準中國的儲蓄率高，同時，內地互
惠基金資產只佔內地國內生產總值（GDP）一個相對低
的比率，所以相信內地基金市場仍有巨大的增長潛力。他
相信，惠理會是唯一總部設於香港，又同時在中港台均持
牌照管理公募及私人基金的集團。

金元比聯在中國從事發售及管理互惠基金業務，旗下
管理7隻開放型基金，並於去年12月底所管理資產達9.7
億元人民幣。金元比聯由比聯資產管理持股49%、金元證
券持股51%。

惠理4050萬購金元比聯

據《路透社》旗下《IFR》報道，內地最大的
私營酒店連鎖集團開元酒店集團，擬3月下旬來港
尋求港交所的上市批准，集資不超過 2.5 億美元
（約19.5億港元），安排行為德銀及摩根士丹利。

據集團網站顯示，集團在內地經營74幢物業，
合共超過2.2萬間客房。

昨日俊知（01300）孖展截止，期間出現 「抽
飛」，據 6 間券商資料，累計孖展認購最終只有
100萬元，僅約公開發售集資3750萬元的2.67%。

另外，普甜（01699）昨宣布，由於市況意外
波動，公司與投行商議後，認為現時進行全球發售
非明智之舉，故而擱置上市。

開元酒店擬來港上巿

投資物業公平值激增近兩倍，
拉動希慎興業（00014）去年股東
應佔溢利達 85.45 億元，按年急升
1.2 倍，扣除投資物業公平值後，
基本溢利錄得 13.1 元，增長 14.1%
，董事會建議派發末期息每股64仙
，可選擇以股代息。

希慎去年總營業額錄得 19.22
億元，按年升 9%，其中來自零售
商舖收入升 12.75 至 7.89 億元，寫
字樓業務收入達 8.2 億元，增長
6.5%。財務總監賀樹人表示，已大
部分完成今年首三季內到期租約續
租的洽商，整體續約租金均有上升
，例如寫字樓續租租金升幅約有
10%至 20%，利園寫字樓承租呎租
逾 60 元，已超越 2008 年高峰期水
平。

希慎廣場已租出90%
面對銅鑼灣新商廈供應有限，

集團旗下將於今年 8 月開幕的希慎
廣場更為 「吃香」，重建後的總樓
面面積增加一半，除了吸引畢馬威
會計師行承租 5 層寫字樓，部分零
售租戶為首次引進香港的國際品牌
，包括台灣的誠品書店。

行政總裁嚴磊輝表示，希慎廣
場已租出 90%零售樓面，有信心零
售樓面每呎呎租可企穩於 150 元以
上，以該項目零售樓面27萬平方呎
計算，預料零售租金收入每月可達
4050萬元。他續說，集團今年並無

重大翻新工程計劃，只有利舞台部
分樓面需作小型翻新投入。

集團約有 41%收入來自零售商
舖，面對環球經濟不穩，零售租務
表現或受影響。嚴磊輝表示，去年
租戶分成租金佔收入 11.3%，又指
暫未見零售市道出現明顯放緩的跡
象，雖然中國政府放棄 「保八」的
經濟目標，但相信內地消費動力仍
然強勁，未見負面影響。

截至2011年底，根據獨立估值
師重估，希慎的投資物業組合重估
市 值 達 499.69 億 元 ， 按 年 增 加
22.4%，反映物業租金上升。期末
，未償還債務由 45.4 億元升至 66.1

億元，當中須於兩年內償還的債務
約 22.07 億元，集團已安排資金償
還於2012年到期的債務，故今年的
再融資壓力不大。

希慎去年資本開支約為 15.47
億元，大部分用於支付希慎廣場的
建築成本，以及其他建築物翻新的
費用。截至去年底止，淨債務與股
東權益比率則為7.6%，管理層表示
，將繼續留意金融市場，以識別恰
當時機取得更多借資。

希慎昨午公布業績後，股價轉
升為跌，尾市低見 33.3 元，收報
33.45元，逆市跌1.2%。

信德集團（00242）供股分配結果，因 「碎股黨」
關係一再延遲公布，昨日終於揭曉。信德宣布，集團
合共接獲 23364 份關於供股的有效接納以及申請，涉
及合共約 154.64 億股供股股份。其中 11099 份，對暫
定配額合共約7.99億股供股股份的有效接納，股數相
當於供股股份總數約98.16%。供股完畢後，信德船務
、何超瓊、何超鳳及何超蕸的股份佔有率不變。

此外，亦包括 12265 份額外申購合共 146.65 億股
股供股股份的有效申請，股數相當於供股股份總數約
18倍。而繳足股款供股股份預期將於2012年3月12日
開始於聯交所買賣。

對於意圖濫用優先補足未滿一手股份申請的處理
機制的 「碎股黨」，信德表示，董事會留意到部分不
尋常的額外申請，強調有理由相信該批申請，可能是
意圖濫用公司優先補足未滿一手股份申請的處理機制
。董事會決定把約 106 萬股額外供股，配發予 696 份
碎股申請，餘下約1392股則按照配發基準，配予合資
格股東。

供股完畢後，信德船務、何超瓊、何超鳳及何超
蕸的股份佔有率不變，分別為14.18%、12.67%、6.74%
及 1.6%；莫何婉穎及興利嘉地產的比重亦維持於
0.02%及18.39%不變。

信德配股超額認購18倍

▲左起：希慎興業財務總監賀樹人、行政總裁嚴磊輝、主席利蘊蓮、
執行董事兼公司秘書容韻儀 本報記者林良堅攝

港股連跌三天後，昨日跟隨外圍反彈
272 點，直撲 21000 點。市場憧憬希債獲階
段性進展，港元兌美元顯著抽上至 7.75 水
平。滙豐指出，基於市場資金充裕，續看好
港股，但短期市況會較波動。另外，滙豐調
查發現有56%受訪基金經理會在首季增持大
中華股票。分析指，中國今天公布通脹，料
放緩至3.5%左右，或將左右後市走勢。

投資者對經濟前景的悲觀情緒暫時消散
，歐美股市回穩，帶動港股昨日最多升281
點，高見 20909 點，收報 20900 點。國企指
數亦升 192 點，報 11168 點。主板成交 644
億元，較上日減少145億元。市場憧憬希臘
與私人投資者達成債務協議，加上歐洲經濟
數據理想，美匯回軟，港匯則在四點收市後
抽上，最多升83點子，高見7.7556。

蘋果概念股升幅大
蘋果開賣 iPad3，刺激相關股份造好，

有銷售蘋果產品的偉仕（00856）股價升
5.7%，收 1.65 元。蘋果代工生產商富士康
（02038）升 5.1%，收 5.7 元。人社部表示
在兩會後啟動養老金入市試點，內地證券股
造好，中信證券（06030）升5.6%，收16.88
元；內險股平安（02318）升5.1%，收62.35
元。發改委重申完善首套房貸款優惠政策，
上海又澄清與父母同住的成年子女不限購，
內房股有買盤追入，融創（01918）升 7.2%
，收 2.65 元；恒大（03333）升 4.2%，收
4.62元。

歲寶（00312）引入新管理層並獲瑞
銀唱好，股價大升25%，收報1.27元。瑞
銀相信，歲寶新管理層可為公司盈利及營
運帶來明顯貢獻，預期今年歲寶淨收入會
上升19%。

基金增持大中華區股票
滙豐昨日發布最新季度基金經理調查結

果，發現56%受訪環球基金經理表示會增持大中華區股票
，對其今年第一季表現最為樂觀。調查又顯示，在去年第
四季大中華區股票基金是反彈最大的市場，由去年第三季
表現最差的-25.2%，攀升至第四季的+8.1%。調查又指到
，有44%基金經理表示，會在第一季減持現金，較去年同
期22%翻倍。

滙豐零售銀行及財富管理業務香港區財富管理業務發
展主管傅偉民表示，大中華區股票的 2012 年預期市盈率
約為12倍，估值是歷史市盈率平均以下水平，故而至少
「不貴」。因為中國近期的寬鬆貨幣政策，如調低存款準

備金率，改善了市場投資情緒，故看好中港地區股票的表
現。

投資風險方面，傅偉民提醒全球選舉和歐債危機影響
，相信中港股票波幅不會少，故而提議投資者採取均衡投
資策略。今年一月份本港資金流入明顯並未見流出，相信
現時市場資金仍然充裕。雖然看好中港股市，但預期波幅
不少，投資者應採取均衡投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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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對經濟前景的悲觀情緒暫時消散，港股最多
升281點

▲左起：港鐵工程總監周大滄、車務總監金澤培、
財務及業務拓展總監梁國權、行政總裁韋達誠、公
司事務總經理梁陳智明、物業總監鄧智輝

本報記者杜漢生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