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請酒牌續期啟事
Sol Bar

現特通告：杜青雲其地址為青衣長
發邨亮發樓 1016 室，現向酒牌局
申請位於新界荃灣鱟地坊38-42號
祐強樓地下 A 號舖 Sol Bar 的酒牌
續期，*附加批註事項為酒吧。凡
反對是項申請者，請於此公告登報
之日起十四天內，將已簽署及申明
理由之反對書，寄交新界大埔鄉事
會街 8 號大埔綜合大樓 4 樓酒牌局
秘書收。

日期：2012年4月4日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Sol Bar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To Ching
Wan of Room 1016, Leung Fat Hse.,
Cheung Fat Est., Tsing Yi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Sol Bar at
Shop A, G/F, Iau Keung Building, 38-42
Hau Tei Square, Tsuen Wan, N.T. *with
endorsement of bar. Any person who
knows any reason why this renewal should
not be granted should send a written and
signed statement of the facts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4/F,
Tai Po Complex, No.8 Heung Sze Wui
Street, Tai Po, New Territories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4-4-2012

申請會社酒牌轉讓啟事
香港房屋協會職員康樂會
現特通告：黃家保其地址為觀塘麗港
城32座1樓H室，現向酒牌局申請把
位於香港大坑浣紗街23號龍濤苑3樓
香港房屋協會職員康樂會的會社酒牌
轉讓給程萬泉其地址為葵興葵俊苑葵
昌閣708室。凡反對是項申請者，請
於此公告登報之日起十四天內，將已
簽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書，寄交香港
灣仔軒尼詩道225號駱克道市政大廈
8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12年4月4日

APPLICATION FOR TRANSFER
OF CLUB LIQUOR LICENCE
Hong Kong Housing Society

Staff Recreation Club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Wong Ka Po of 1/F.,
Flat H, Block 32, Laguna City, Kwun Tong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transfer of the Club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Hong Kong Housing Society Staff Recreation
Club at 3/F., Dragon Centre, 23 Wun Sha St.,
Tai Hang, Hong Kong to Ching Man Cheun,
Simon of Room 708, Kwai Cheong House, Kwai
Chun Court, Kwai Hing. Any person who
knows any reason why this transfer should not be
granted should send a written and signed
statement of the facts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8/F, Lockhart Road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225 Hennessy Road, Wanchai,
Hong Kong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4-4-2012

強積金上月回報負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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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季回報7.2%年半來最好

工銀溢利31億歷史新高

港股在三月氣氛明顯轉差，多隻大藍籌
配股抽水、民企爆煲等負面消息接踵而至，
令恒指單月內累跌1124點或5.2%，直接拖
累強積金3月份表現。據基金統計公司理柏
資料顯示，3 月份強積金平均回報為負
1.37%，但以季度計算，今年首季強積金回報
達7.21%，為一年半以來最好的季度表現。

簡訊

工商銀行（01398）旗下工銀亞洲去年業績創歷史
性新高，錄得股東應佔溢利31.53億元，較上年度增加
1.5 億元，升幅 5%。期內，淨利息收入增加 13.2 億元
，增幅36.8%，至49.07億元。收費及佣金淨收入增加
2.61 億元，增幅 37%，至 9.66 億元。非利息收入與總
營業收入的比率為21.2%。

總營業支出較去年增加11.7%。成本對收入比率由
2010 年的 31.2%下降至 2011 年的 26.4%，主要得益於
2010年底被工行私有化後，集團內部協同效應進一步
深化、營業收入大幅增長，以及年內有效控制成本。

另外，已扣除減值損失之經營溢利為40.7億元，

較2010年增加10.9億元，增幅36.6%。
截至去年底，工銀亞洲的資產總額達4050億元，

較2010年同期增加1380億元，增幅51.7%。貸款及客
戶存款總額分別為2375億元和2626億元，分別按年升
28.3%及35.7%。減值貸款為12.49億元，而減值貸款比
率僅為0.52%，較2010年底下降2個基點。

資本充足率達15.9%
年內，工行完成向工銀亞洲增資61億元，使工銀

亞洲於去年底的資本充足率達到 15.9%，較 2010 年同
期的14.9%高1個百分點。去年全年平均流動資金比率

為41.7%，2010年為42.9%。
該行的離岸人民幣金融產品實現了多項首創，包

括首家大規模發展人民幣代付業務、首筆人民幣掉期
業務、首筆人民幣國家主權資產管理、首家成功進入
境內銀行間債券市場、首筆人民幣次級債發行等等。

其中在香港成功發行了符合《巴塞爾資本協議Ⅲ
》新規定的15億元離岸人民幣次級債券，既是亞太地
區銀行首單符合巴塞爾資本協議三要求發行的債券；
也是香港離岸人民幣債券市場上首次發行的銀行次級
資本融資工具。該筆交易獲亞洲地區、乃至國際性權
威媒體頒發的多個國際性獎項。

【本報記者劉靜遠報道】今年首季
港交所上市新股集資額同比下跌逾四成
。展望次季，市場人士多認為，重磅新
股海通證券、三一重工等，能否成功登
陸還要視乎市況是否配合。由於散戶投
資新股多短炒為主，而近期半新股和民
企爆煲已影響市場氣氛，新股市場或要
到第三季回穩，到下半年才有熱潮。

光銀海通H股有望上市
有基金經理表示，中信集團、光大

銀行和海通證券等大型國企，仍然有望
在第二季上市，但內地民企令人 「好失
望」，早年如阿里巴巴等大型民企以私
有化收場，近年的素質更加參差，故而
有排未沾新股，並提醒散戶也少沾手為
妙。

信誠證券聯席董事張智威表示，第
二季港股 「抽水」潮陸續有來，部分內
銀集資超過百億，相信影響資金供求，
使市場對新股的胃納減少。另外，多隻
民企半新股爆煲，市場消化壞消息需要

一定時間，相信下半年新股才會轉旺。
輝立證券企業融資主任陳英傑也表示，
市場自去年下半年以來，積壓了不少新
股，若市況稍為喘定，不排除這些新股
會 「焗住上」。但半新股醜聞多，散戶
暫多持觀望態度，新股市場或要到第三
季才有望回穩。

耀才證券剛於本周一推出新股暗盤
的新服務，總經理陳啟峰表示，過往而
言每年新股的成交額都很大，故而長遠
而言看好市場需求。他相信今年第二季
，隨着歐債危機等負面因素淡化，基金
和普通投資者的資金仍然充裕，若港股
可企穩於 21000 點以上，像海通證券、
三一重工等籌備已久的新股，有望上市
成功。

他指出，由於散戶投資新股多為短
炒，一些半新股 「爆煲」，其實只影響
市場氣氛，非長期持有新股的投資者，
損失其實不大。但是大型新股要上市，
在配售包銷方面，或許要多做工夫，因
為公開發售方面，今年以來多有不足額

的情況。

民企上市步伐拖慢
信永中和審計及商務諮詢服務合夥

人盧華基表示，長遠而言，由於中國經
濟發展，民企的資金需求大，故而赴港
上市的潮流不會逆轉，展望第二季步伐
可能暫時拖慢，但到第四季時應可恢復
到正常水平。

他補充，由於一般新股上市安排需
要6個月至9個月時間，故而去年下半年
新股多有擱置上市，對第二季仍有影響
。他又指，現時港交所對保薦人和中介
機構的監管標準已收緊，散戶投資新股
時，也應留意風險因素、盈利預測、董事
背景等內容。

今年首季上市新股數目為18隻，集
資額同比縮減約45%，至98.14億元；當
中僅有 5 隻首日掛牌收市 「潛水」。市
傳次季有望集資超過 5 億美元的新股，
有海通證券、光大銀行、中鋁國際工程
、中國機械設備、永達汽車等。

第二季新股集資氣氛偏淡

強積金今年3月份及首季表現
理柏全球資產類別

債券基金回報

股票基金回報

混合型基金回報

貨幣市場基金回報

保證基金回報

總強積金回報

資料來源：基金統計公司理柏

3月份

-0.54%

-2.23%

-1.04%

+0.02%

-0.40%

-1.37%

首季

+1.34%

+10.91%

+7.17%

+0.06%

+1.57%

+7.21%

亞洲衛星（01135）獲大股東提出私有化，作價為
每股 22 元，相等於停牌前溢價 16%。亞洲衛星昨日復
牌後股價狂升 13%，高見 21.5 元，收報 21.35 元，升
12.4%。

亞洲衛星早前宣布，因公司股份一直處於低流通量
狀態，旗下全資附屬的管理層股權信託受託人公司，提
出以每股現金22元進行私有化計劃，涉及合共22.46億
元。

集團已成立獨立董事委員會，評估有關私有化建議
。完成私有化後，亞洲衛星股份將撤銷上市地位。

超大現代（00682）宣布，已
悉數贖回總值 2 億美元（約 15.6
億港元）可換股債券。

集團表示，一筆總值 1.954
億美元（約 15.2 億港元）可換股
債券，於今年 2 月 14 日提早贖回
，同月27日再向付款代理人匯付
約342.5萬美元（約26720萬港元
）款額，以支付所有可換股債券

應付利息及相關開支。
至於餘下可換股債券的本金

總額為 460 萬美元（約 3588 萬港
元），少於可換股債券原發行本
金總額10%。公司已於3月2日向
餘下的債券持有人，發出悉數贖
回通知。公司已悉數贖回可換股
債券，亦再無尚未行使之可換股
債券。

超大悉數贖回15.6億元債

大理石生產商中國金石（01380）宣布，昨日獲主
席兼首席執行官陳濤入市增持股份 50 萬股，每股平均
作價為0.445港元，涉及22.25萬元。

民生國際（00938）宣
布，張化橋因發展個人業
務，辭任執行董事及行政
總裁，以及所有民生及附
屬公司的職務，即日起生
效。

董事會強調，張化橋
辭任行政總裁後，並無職
員擁有行政總裁的職銜，
有關職責將由執行董事分
擔，董事會相信張化橋辭
任，將不會影響公司的管
理及日常運作，強調現正
物色具有適當經驗的合適
人選擔任行政總裁。

■中石化新奧購中燃或再議價
因應中石化（00386）董事長傅成玉早前評論收購

中國燃氣（00384）交易，表示與新奧能源（02688）提
出的3.5元收購價，已反映市場價格，不能付高於市場
價格；中石化、新奧昨日發出聲明，強調有關言論並不
構成收購守則規則 18.3 條下 「不提高要約價格」聲明
，並保留日後修改收購要約條款的權利。

另外，中國燃氣公布，因應中石化、新奧提出的收
購要約，已委任 ING Bank 為獨立財務顧問，以向獨
立董事委員會提供意見。

港股於3月份調整，市值蒸發9729億元，直接影
響強積金3月份表現。除貨幣市場基金錄得0.02%的回
報外，各資產類別回報均錄得下跌，股票類別的回報
最差，為負2.23%，其中中國股票基金更錄得負9.19%
的回報，而大中華及香港股票基金，亦錄得逾負5%的
回報。而混合型基金期內錄得負 1.04%回報，債券
基金回報為負 0.54%，而保證基金亦錄得負 0.4%的
回報。

股票基金回報逾一成
雖然3月份強積金表現錄得負增長，但由於恒指

首季仍然累積抽高 2121 點，升幅達 11.5%，期內歐美
股市亦造好，故本港首季強積金仍錄得 7.21%的回報
，其中股票基金的回報高逾一成，其中韓國以及 「醫
療及健康護理股票」基金平均回報均超過13%，而香
港股票回報為 10.37%，中國股票為 7.17%。除股票基
金外，其他資產類別基金表現亦理想，如混合型基金
回報為7.17%，保證基金回報為1.57%，債券基金回報
為1.34%。

港股4月料仍偏軟
展望第二季，市場估計難以如首季般樂觀，一是

歐美經濟仍然未見明朗，而歐洲多國的債券將於4月
份到期；二是內地經濟放緩及民企爆煲等問題，將繼
續困擾大市。市場將密切觀察人行的政策，如會否放

寬銀根，下調存款準備金率等，以及美國聯儲局對第
三輪量化寬鬆（QE3）的 「放風」測試反應。

海通國際中國業務部副總裁郭家耀認為，憂慮內
地經濟轉弱，相信人民銀行不會坐以待斃，4 月份勢
有 「放水」行動，包括下調存款準備金率。雖然人行
貨幣政策有利穩定市況，但他認為，投資者對民企股
信心崩潰，相信民企洗倉潮仍未完結。他預期港股在
4月會偏軟，有機會低見19000點，但5至6月的氣氛
會略為好轉，有望回升至22000點水平。

分析員建議，踏入第二季，投資策略宜傾向保守
，持有多些債券為上策，當中以新興市場債券及高息
債券較可取；而股票資產中，環球新興市場股票及高
息亞太區股票會是首選。

市傳第二季上市新股
新 股

三一重工

光大銀行

海通證券

英國格拉夫鑽石

中鋁國際工程

中國機械設備

永達汽車

集資額

33億美元

25至30億美元

17億美元

10億美元

5億美元

5億美元

5億美元

◀ 3 月份強積
金平均回報為
負1.37%

紫金礦業（02899）宣布，已向澳洲上市金礦公司
Norton Gold Fields 提出一項意向性、非約束性及有條
件的收購建議，建議向所有 Norton 股東，提出作價為
每股 0.25 澳元（約 2.02 港元）的現金要約，同時向
Norton 支付每股 0.02 澳元（約 0.16 港元）的特別股
息。

有關收購建議將受制於多項條件，包括盡職調查、
澳洲政府的外來投資審核局及中國監管機構的批准，以
及紫金至少獲得Norton股份中50.1%的有關權益。

Norton 主要從事開採黃金及金礦勘探業務，截至
目前，紫金及其附屬公司持有約 1.44 億股 Norton 股份
，相等於Norton約16.98%全部已發行權益。

■紫金擬每股2.02元購Norton

■亞衛每股22元提私有化

據英國《金融時報》報道，包括中投、淡馬錫、
RRJ等機構投資者，斥資約6億美元（約港幣46.5億元
），認購昆侖能源（00135）股份。昆侖能源昨日公布
，以每股 13.1 元，配售 8 億股股份，集資 104.8 億元，
集資淨額102.5億元。消息指出，昆侖能源會利用集資
所得，興建 15 個液化天然氣工廠，成為在岸最大天然
氣供應商。

日前有傳昆侖能源擬以介乎 13 元至 13.5 元進行配
股，故今次配售價屬於詢價下限，相較周一收市價
14.18元，折讓7.6%。昆侖能源股價昨日曾低見13.4元
，最多跌5.5%，收市時報13.74元，跌3.1%。消息稱，
昆侖能源今次配售獲大幅超額認購，市場反應熱烈。

■中投淡馬錫入股昆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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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金石主席增持

光大銀行和海通證券
等大型國企，仍然有
望在第二季上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