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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 投資全方位 社團新訊 中國證券 中國經濟

■體育用品股勢掀併購潮
■港島區樓價再創新高
■樓價破頂 乾升格局
■滬綜指大漲近 2%
■央行正回購操作銳減 150 億

新聞追蹤

CW Group棄中文名
下周五來港上市
新 加 坡 機 械 及 精 密 工 程 解 決 方 案 供 應 商 CW Group
（01322），早前完成招股後，因中文名 「創興集團」與本
港一間銀行類似，而涉及商標侵權及假冒的指控，不得不延
遲上市。昨日該公司公布，與銀行簽訂和解協議，不再採用
中文名，預期於下周五（13 日）上市。
CW Group 指出，原公司中文名 「創興集團」受到商標
侵權及假冒的指控，但尋求法律意見後認為只有少數理據，
在 3 月 30 日與本港某銀行簽訂和解協議後，4 月 3 日股東通
過決議案，不再採用任何中文名稱，以 「
CW Group
Holdings Limited」命名，並擬於下周五上市。
據消息人士，創興銀行（01111）於上市前數日通過律
師接觸 CW Group，要求其改名。他認為，雖然創興銀行在
本港扎根已久有一定知名度， 「
創興集團」若上市有 「叨光
」之嫌，但本港上市公司也多有名字相近但業務毫無關係的
例子，如永利澳門（01128）和永利控股（00876）、興業銅
業（00505）和興業太陽能（00750）等。
另據市場消息指出，一間日本老字號彈珠機企業，擬赴
港上市集資至少約 8 億元，現已遞交上市申請。
而復活節前市場對新股反映冷淡，綜合多間券商，協同
通信（01613）孖展仍無人問津，未實現零的突破。

霍嘉治退任滙控執董

傳工行擬購韓儲蓄行
韓國報章引述來自投資銀行業官員的消息稱，工行
（01398）正與一家美國私募股權基金磋商，有意購買韓國
儲蓄銀行（Korea Savings Bank）涉及約 2 億美元的股權。
報道又指出，韓國儲蓄銀行的最大股東正尋求出售股份，以
籌集資金來改善財務狀況。工行昨天收報 5.03 元，下跌
1.566%。
德銀發表報告表示，內銀去年稅後盈利平均按年升
27.6%至 7735 億元（人民幣，下同），較德銀預期低 39 億元
。該行維持今年內銀稅後盈利 8710 億元，即按年升 12.6%不
變。由於低貸存比及增長空間龐大，該行料四大行本年貸款
增 長 介 乎 10%-13%
，加上其多元化金融
服務發展模式，料可
擴張非銀行社會融資
業務。
德銀稱，工行具
防守性，為板塊首選
， 料 目 標 價 有
20%-32% 潛 在 升 幅
。德銀認為工行目標
價 6.63 元 ， 評 級 為
「買入」。

◀傳工行正與一家
美國私募股權基金
磋商，有意購買韓
國儲蓄銀行

東亞中國網點 內地達百個
東亞中國執行董事兼行長關達昌日前在北京接受新華社
記者採訪時表示，東亞中國 2011 年對東亞銀行集團的利潤
貢獻已超過三分之一，在未來 3 到 5 年內有望超過 50%。而
該行於內地的分支機構於去年已突破 100 家，未來將繼續保
持一年 10 個網點左右的速度積極拓展。
目前東亞中國在內地設有 107 個營業網點，其中廣東省
內設有 30 個網點，是廣東省分支機構設立最多的外資法人
銀行。關達昌表示，未來東亞中國會繼續保持一年 10 個網
點左右的速度，積極拓展分支機構網絡。除了繼續保持廣東
省內的網點優勢之外，該行並注重沿海城市的網點建設，同
時有計劃地進駐中西部地區，比如昆明分行今年將會擇期開
業。
他又透露，作為曾經在香港發行人民幣債、同時在內地
發行金融債的外資法人銀行，東亞中國將在近期挑選合適時
機，第二次赴香港發行人民幣債券，支持和推動東亞中國在
內地業務的平穩快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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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圍拖累 港股下跌 197 點

中資證券股逆市齊飆
市場重燃對歐債危機惡化的憂慮，港
股跟隨美股一度下瀉近 400 點，及後在深
滬 A 股反彈下，恒指收復半數失地，收市
時跌 197 點。中證監提高 QFII 額度，中資
證券股逆市造好；憧憬內地減存款準備金
率，內房股先跌後反彈；但最新被抨為暴
利行業的內銀股，是昨日跌市重災區。
本報記者 劉鑛豪
◀內地深滬股市造
好，A 股指數愈升
愈有，大大紓緩港
股沽壓，恒指收市
時 跌 幅 縮 窄 至 197
點

西班牙拍賣債券成績欠佳，歐美股市顯著回落，
拖累港股昨日大幅低開 311 點，最多跌 386 點，低見
20404 點。不過，內地深滬股市造好，A 股指數愈升
愈有，大大紓緩港股沽壓，恒指收市時跌幅縮窄至
197 點，收報 20593 點；即月期指跌 272 點，報 20507
點，低水 86 點。國指跌 144 點，收 10744 點。主板成
交 490 億元，較上日減少 141 億元，計及昆侖能源
（00135）周二配股上板的百億元股份，港股交投仍
然疏落。

金融股跌市 「元兇」
金融股是周二升市的火車頭，昨日卻成為跌市
「元兇」。兩隻重磅金融股齊齊跌逾 1%，共拖低恒
指 73 點。滙控（00005）跌 1.2%，收 68.75 元。市場
擔心內地會制訂措施對付被指為暴利行業的銀行業，
建行（00939）跌 1.9%，收 6 元；另外，交行（03328
）跌 3.2%，收 5.74 元，是跌幅最大內銀股。唯獨民
行（01988）逆市造好，升 3%，收 7.47 元。
逆市奇葩還包括中資證券股。內地提高 QFII、
RQFII 各 500 億元額度，為中資證券行提供更多商機
，申銀萬國（00218）股價升逾 6.7%，收 2.38 元；中
信證券（06030）升 3.7%，收 16 元。
投資者憧憬內地調低銀行存款準備金率，內房股

中資證券股昨造好
先跌後升，人和商業（01387）獲多名管理層入市增
持，股價昨日升 6%，收 0.53 元；華潤置地（01109）
升 2.1%，收 14.3 元。此外，福田（00420）獲中紡集
團入股，成為第一大股東，福田股價急飆 15.9%，報
1.09 元。

恒指或下試 19260 點
弱勢股方面，今年 2 月初無緣無故被炒起的喜尚
（08179），股價近日愈跌愈深，昨日再插 10%，收
報 0.108 元，相較高位 0.85 元，累跌 87%。 「民企之
父」張化橋辭任民生國際（00938）行政總裁，惹起
市場疑慮，民生股價跌 9.3%，收 0.435 元。
展望後市，高信證券副總裁林偉亮稱，滙豐最新

友邦配股膺亞洲集資王
湯森路透/Freeman 調查顯示，亞洲區今年十大
首季股權及股權融資項目中，四間香港上市公司榜上
有名，其中 AIG 於 3 月初配售友邦（01299）股份，
更是首季集資額最大的項目。
根據調查指出，首季亞洲區股權資本市場共錄得
277 項發行記錄，按年減少 107 個項目；涉及金額達
到 3.58 億美元，減少 30.6%。在總集資金額中，以友
邦股份配售交易的模規最大，達到 60.16 億美元，遠
遠拋離僅次其後的 「印度石油天然氣公司」25.31 億
美元。民生銀行（01988）上月底的配股活動，則是
區內首季第四大融資項目。其餘兩間香港上市公司為
中國南車（01766）、中交建（01800）。
中國公司首季在境外股權及股權相關發行共 21
項目，募集金額達到 31.9 億美元，較 2011 年同期下
降 43.5%。至於中國公司在境外 IPO 項目則有 11 個，
涉及金額 6.81 億元，下跌 61.9%。在十大發行額當中
，有七間公司經由香港上市，包括西王特鋼（01266
），集資約 1.7 億美元，是首季境外 IPO 集資最多的
中國公司。力量能源（01277）IPO 集資 1.5 億美元，
位居第二。
另外，調查又涵蓋投資銀行在區內股權集資項目

中所得承銷收入。總括而言，首季承銷費用按年減少
48.3%，至 6.84 億美元。以負責項目的承銷金額計，
花旗集團首季承銷項目金額達到 38 億美元，超越高
盛，成為 「一哥」，瑞銀排名第二，負責承銷額為
31 億美元，高盛位列第三，承銷額約 29 億美元。

亞洲八大股權融資項目

（單位：億美元）

排名

公司

涉及金額

1

友邦（01299）

60.16

2

印度石油

25.31

3

HDFC

19.49

4

民生銀行（01988）

14.42

5

中國南車（01766）

13.84

6

Michael Kors

11.75

7

中國北車

10.97

8

中交建（01800）

7.93

（單位：港元）

股份

收市價

升幅

申銀萬國（00218）

2.38

+6.72%

中信證券（06030）

16.00

+3.76%

國泰君安（01788）

2.44

+2.95%

海通國際（00665）

2.70

+1.50%

公布的中國製造業 PMI 指數持續低於 50，加深投資
者對內地經濟放慢的憂慮，估計港股短期會反覆向下
；依照保歷加通道分析，恒指有機會下試 19260 點。
時富資產管理董事總經理姚浩然則較樂觀，認為
恒指短線在 20300 點至 21000 點區間反覆上落，因為
近日公布的數據，反映中國經濟不會出現硬着陸。

新地獲馮國綸入市增持

滙 控 （00005）
高層變動停不了。滙
控昨日突然宣布，已
屆 60 歲 的 霍 嘉 治
（圖）榮休，將於本
月 30 日 起 退 任 滙 控
執行董事一職，是繼
鄭海泉後第二位退休
的執董。滙控表示，
霍嘉治之後將轉任集
團非執行董事，並繼續出任多個職位，包括英國滙豐主席、
HSBC Latin America Holdings（UK）主席，以及中東滙豐
董事。
除退任執董外，霍嘉治亦將退任集團管理委員會成員。
現時滙控的執行董事共四名，分別為集團主席范智廉、行政
總裁歐智華、霍嘉治及集團財務董事麥榮恩。霍嘉治於
1974 年加入滙豐，服務滙豐 37 年，曾在滙豐的每個業務經
營地區擔任多個最高職位，現為滙豐在歐洲、中東及非洲業
務的主席，並曾出任香港上海滙豐銀行行政總裁及中南美洲
總裁兼集團常務總監。
對於霍嘉治榮休，集團主席范智廉對其表現大表讚揚，
指他一直全力以赴，以卓越才幹服務滙豐，而與其連繫至深
的工商業務，為集團帶來最大利潤。范智廉代表董事會特別
感謝霍嘉治帶領集團，為這個非常重要的客戶群拓展各項服
務。又對霍嘉治應許繼續留任非執董，感到萬分高興。
由於霍嘉治並非獨立董事，其獲委為滙控非執董的任期
將首先為期一年，至 2013 股東周年大會結束為止，並須由
股東重選，方可連任。而霍嘉治作為非執董將不會與滙豐簽
訂服務合約。他的委任董事袍金為每年 9.5 萬英鎊，而其他
附屬公司的委任聘金有待決定。

星期五

新鴻基地產（00016）聯席主席郭炳
江及郭炳聯，因涉嫌貪污被廉政公署調查
，事件拖累新地股價下挫，新地獨立董事
兼利豐（00494）執行副主席馮國綸，入
市增持新地以示支持。聯交所資料顯示，
馮國綸在本周一（2 日），增持 10 萬股新
地，每股平均價 93.5 元，涉及 935 萬元，
持股量升至 0.01%。

李兆基趁低吸納恒地

新地 「出事」，震驚地產界，一眾地
產股遭拖累，恒基地產（00012）主席李
兆基亦趁低吸納，資料顯示他在 3 月 30
日，入市增持 300 萬股恒地，每股平均價
42.617 元，涉資近 1.3 億元，好倉持股量
由 61.77%增至 61.9%，是恒地公布全年業
績後首次增持。

吳光正五度購會德豐

另外，會德豐（00020）連日獲主席
吳光正增持。資料顯示，吳光正在 3 月 30
日入市增持該公司 11 萬股股份，每股平
均價 23.454 元，涉及金額近 258 萬元，持
股量由 59.46%上升至 59.47%。這是吳光
正近期第五度增持，累積斥資超過 1700
萬元。

滙豐：港經濟本季轉強
經調整季節性因素後，3 月份的滙豐香港採
購經理指數（PMI）為 52，略低於上月份的 52.8
，但已連續第三個月高於 50 的持平指標，顯示
香港私營企業的經營環境改善程度溫和。滙豐環
球研究大中華區經濟師郭浩莊表示，指數自從
2011 年中以來，首度全季錄得增長。由於訂單
來源的前景不俗，最新數字顯示香港經濟不久將
走出谷底，並於來季轉強。
郭浩莊續稱，來自內地的新業務保持穩定，
但私營企業受惠於其他市場的需求，故 3 月份的
經營活動得以穩健增長。新產品問世也帶動產出
有實質增長，人手和工資順勢增升。
3 月份數據顯示，香港私營企業的經營環境
溫和改善。產出和新訂單在月內皆有增長，受訪
機構大致認為此與客戶需求增加有關。雖然如此
，增速則較 2 月份放緩，其中新業務的擴張率更
為本年至今最弱。與此同時，企業於 3 月份增聘
人手，而投入價格則急速上漲，創 5 個月來高
位。
企業認為，經營環境於最近一個調查期內有
所改善，主要與客戶需求增加有關。約有五分之
一的受訪機構於 3 月份接獲更多新訂單，增幅明
顯，且高於本項調查的長期平均值。此外，來自
中國內地的新工作亦連續第二個月錄得增長，雖
然增幅輕微。
受訪企業於 3 月份增聘人手，扭轉上月裁減
職位之勢。月內，香港私營企業的職位增幅溫和
，新職位增長率高於本項調查的長期平均值。在
最近一個調查期內，香港私營企業的投入成本持
續上升。投入價格自 2 月份起急速上漲，創 5 個
月來高位。企業一般透過提高銷售價格將成本增
幅轉嫁客戶，但產出價格的升幅僅屬溫和，綜觀
目前持續 4 個月的升勢，本月幅度最輕微。

◀隨着歐元區
經濟緩慢復蘇
及美國經濟前
景轉趨明朗，
恒生認為，今
年首季或已是
這次經濟下滑
周期的底端

恒生：港經濟首季見底
恒生銀行（00011）於最新一期《香港經濟脈搏
》表示，今年上半年本港經濟增長前景不容樂觀，估
計首季經濟增長僅為 1.7%，是 2009 年第 3 季以來最
低。但隨着歐元區經濟緩慢復蘇及美國經濟前景轉趨
明朗，該行認為，今年首季或已是這次經濟下滑周期
的底端。由於其後數季經濟增長可望逐步回升，維持
2012 年全年經濟增長 3%的預測。
恒生於報告中指出，本港經濟 2 月份略為改善，
外 貿 活 動 增 加 ， 出 口 及 進 口 貨 值 分 別 上 升 14% 及
20.8%。採購經理指數則升至 52.8，連續兩個月處於
區分經濟擴張或收縮的 50 分界線以上。此外，零售
銷售量增長為 10.1%，較 1 月份多 1 個百分點。
儘管近期經濟發展令人鼓舞，但單月數據回升部

分原因可能為基數效應減退。綜合首兩個月的數據以
撇除季節性因素的影響，消費開支及出口增長均顯著
放緩。這表明季節性因素不足以解釋現時本港經濟放
緩的程度。
出口減慢、消費回軟及庫存減少，意味今年上半
年本港經濟增長前景仍然不容樂觀。但該行預期，其
後數季經濟增長可望逐步回升，維持 2012 年全年經
濟增長 3%的預測。
在農曆新年假期過後，由於累積需求殷切、家庭
收入增長改善及銀行為爭奪按揭業務而調低按揭利率
，新推售項目旋即被市場吸納，二手成交亦顯著回升
。隨着市場焦點轉向新一屆政府的房屋政策，房地產
市場或轉趨平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