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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跌215點見今年低位

派特別息22億 王維基淨袋近4億
城電售核心業務套50億

本港信用卡市場發展成熟，豐最新一項調查顯示
，於 2011 年，本港約有 77%的消費者擁有信用卡，滲
透率為亞洲信用卡市場最高。港人平均持有2.7張信用
卡，去年本港信用卡每月平均簽帳額上升14%至730美
元（約 5694 港元）。雖然本港信用卡的滲透率較高，
但主要集中於普通卡，白金卡的滲透率僅41%，遠低於
新加坡的71%及台灣的56%。

豐於2011年5月至11月在8個市場（香港、新加
坡、台灣、馬來西亞、印度、澳洲、印尼及菲律賓）透過
面談及電話，訪問了約5000名年齡介乎18至54歲的信
用卡持有人，以了解客戶對信用卡的看法及消費態度。

結果發現，本港信用卡市場滲透率由去年的73%，
上升四個百分點至77%，為亞洲信用卡市場最高的滲透
率。其次為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度及
印尼。去年本港白金卡的市場有所增長，白金卡持有人
由 2010 年的 38%，增至 2011 年的 41%，但仍低於新加
坡及台灣水平。而本港消費者中，33%擁有金卡，而對
上一年為30%。本港的普通卡滲透率則由2010年的78%
降至2011年的74%。

豐香港區零售銀行及財富管理業務主管施穎茵指
出，本港信用卡市場發展成熟而且仍在不斷增長，使用
白金卡的人亦越來越多。事實上，本港信用卡持有人的
消費力在區內居於前列位置，每月平均簽帳額為730美
元，較對上一年上升14%。而澳洲信用卡持有人於2011
年的每月平均簽帳額為 1320 美元，消費力冠於亞洲，
其次為新加坡的1020美元。

此外，在亞太區多個地區，約四分三的持卡人擁有
多張信用卡，其中香港（76%）、新加坡（73%）及台
灣（72%），平均分別擁有2.7、3.3及2.7張信用卡。雖
然香港的持卡人普遍擁有超過一張信用卡，但他們集中
以一張主卡簽帳，平均金額佔總簽帳額的78%。

城電電訊業務經營數據
● 「一網三用」 訂戶增加13.7萬名，達到124.7萬名

●寬頻訂戶增加6.4萬名，至59萬名，市場佔有率約27%

●本地電話訂戶增加4.5萬名，至47.6萬名

●IP電視訂戶增加2.8萬名，至18.1萬名

●長途電話服務通訊量4.12億分鐘，下跌11.2%

註：以上數據為截至2011年8月底止

新地（00016）董事局宣布，委任雷霆（見
上圖）為新地的執行董事，以接替剛於上月28
日因病辭世的執行董事陳啟銘，由今日起生效
。公司昨天收報95.35元，下跌0.314%。

雷霆於新地任職已三十五年，在 1999 年
開始出任新鴻基地產代理有限公司的執行董事
，專責銷售和推廣集團大型商業及住宅項目，
其中包括環球貿易廣場、創紀之城、天璽、凱
旋門、龍璽、天晉及珀麗灣等。此外，他亦負
責收購和出售集團的非核心物業投資項目。

新地主席兼董事總經理郭炳江對委任雷霆為執行董
事充滿信心： 「雷霆在集團服務超過 30 年，主要負責
監管公司的物業銷售和租務等重要範疇。他深明買家和
用家的需要，這對集團繼續維持佳績，至為關鍵，他的
委任並將令董事局的暢順和優良運作得以維持。」

新地聯席主席兼董事總經理郭炳聯表示，深信雷霆
能有效履行執行董事的職務，並與各董事局成員衷誠合
作，帶領公司進一步向前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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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城電（01137）的本地免費電
視節目服務牌照仍未到手，但已令到競
爭對手 TVB 人仰馬翻，皆因過去一段
時間，王維基頻頻向 TVB 台前幕後員
工招手，包括金牌監製劉家豪、梅小青
，藝員則林保怡及廖碧兒等藝人，令到
TVB 的監製兼任導演，演員要兼做編
劇。

根據城電披露，現時已聘請逾420
名製作、演藝人員，其中超過 250 人
已經投入工作，另外 170 名人員可於
短期內開工，預計今年內再增聘 700

人。城電估計未來兩個財政年度製作
及演藝人員的薪酬分別達到1.1億元及
9695萬元。

目前，城電已完成1部電視劇集劇
本，另有9部劇集的劇本正在創作；預
期首三部電視劇集將於今年4月或5月
開始製作，而年底前計劃製作約260個
小時的電視劇集。

硬件設施方面，城電現時在將軍澳
規劃興建多媒體中心，總規劃建築面積
不少於 40 萬平方呎，耗資不少於 8 億
元，預期2014年4月全面投入運作。

城電挖角 TVB人仰馬翻

歐債危機憂慮重燃，加上民企風暴
揮之不去，港股昨日隨外圍股市急跌，
一度急跌逾300點，見今年以來低位，
尾市跌幅略為收窄，但仍跌 215 點或
1.06%至 20140 點，主板成交萎縮至
513.12億元。港股本周已連跌三日，累
跌 650 點，力守 20000 點關口。藍籌股
普遍向下，中海發展（01138）及廣船
（00317）先發盈警，航運股沽壓顯著。

恒指昨日裂口低開264點，其後最
多跌 321 點，見 20035 點今年以來低位
。其後跌幅收窄，收報 20140 點，跌
215 點 或 1.06% ； 國 指 則 跌 93 點 或
0.88%，報 10503 點。即月期指收報
20086 點，跌 222 點或 1.09%，低水 55
點，成交72113張。

航運股沽壓顯著
藍籌股幾乎全線向下，其中尤以航

運股沽壓顯著。中海發展及廣船先發盈
警，中海發展急跌7.64%或0.42元，報
5.08 元，廣船股價跌 3.57%或 0.25 元，
報 6.74 元。其他航運股股價亦向下，
中海集運（02866）、中國遠洋（01919
）均跌超過半成，中遠太平洋（01199

）跌 3.2%，太平洋航運（02343）跌
3.7%。

歐債問題再惡化，控股價受壓，
跌 1.78%或 1.2 元至 66.35 元；中移動
（00941）及港交所（00388）分別下跌
0.23%，報 83.35 元及 128.2 元。地產股
股 價 向 下 ， 信 和 置 業 （00083） 跌
3.95%或0.52元至12.66元，為表現最差
藍籌股，長實（00001）及恒地（00012
）均跌逾1%，收報97.05元及42.7元。
民企風暴再起，國美電器（00493）股
價再受壓，收報 1.44 元，跌 5.2%，再
創逾3年低位。

豐環球研究昨日發表報告，維持
內地及香港股票市場的增持及中性評級
。該行指出，內地股市估值處於低水平
，預期市場將受惠於貨幣政策，加上料
內地經濟將軟陸，建議投資者增持。
港股方面，該行認為，港股估值於
2008 年開始大幅反彈，現時估值僅輕
微低於5年平均數，並不吸引。此外，
因聯繫匯率，香港的貨幣政策較為複雜
，而地產板塊的不明朗因素亦拖累大市
，故該行維持恒指中性評級，年底恒指
目標24000點。

致富證券中國部經理葉海亞表示，
受累外圍市況影響，加上負面消息不盡
，如美國推 QE3 希望落空、西班牙及
意大利債息急升，再次引起市場對歐債

的憂慮。他認為，市場現正消化有關負
面消息，而港股已從高位下跌逾 1000
點，料短期有技術性小反彈，惟跌勢將
持續，19800點為支持位。

有 「殺價超人」之稱的城電主席王
維基，早於 90 年初以破底價，在香港
推出 IDD 服務，不僅為他賺取豐厚利
潤，更令到香港電訊行業出現翻天覆地
的變化。

早年移民加拿大的王維基，1992
年回流返港，成立香港城市電訊，推出
回撥式長途電話業務，動搖當時壟斷市
場的香港電訊的龍頭地位，迫使其他同
業不斷調低服務收費，以維持市場佔有
率。城市電訊 2000 年成立 「香港寬頻

」，推出寬頻互聯網服務；直到 2003
年，通過 「香港寬頻」平台，提供收費
電視服務。

王維基在 08 年 12 月獲邀加入亞洲
電視，可是上任不足半個月時間，便因
與時任亞洲電視主席張永霖不和，閃電
請辭。市傳，王維基因為該次在亞洲電
視的工作經驗，讓他決定投資發展免費
電視服務。而城市電訊則早於 2009 年
12 月，已向廣播事務管理局申請提供
本地免費電視節目的服務牌照。

殺價超人藉IDD掘第一桶金

航運股昨日全線向下
（單位：港元）

股份

中海發展（01138）

中海集運（02866）

太平洋航運（02343）

中遠太平洋（01199）

中外運航運（00368）

珠江船務（00560）

中國外運（00598）

中遠國際（00517）

東方海外（00316）

招商局國際（00144）

股價

5.08元

2.61元

4.12元

10.72元

1.79元

1.19元

1.36元

3.36元

58.00元

24.35元

變幅

-7.64%

-6.79%

-3.74%

-3.25%

-3.24%

-2.46%

-2.16%

-1.75%

-1.27%

-1.22%

成功掏空電視廣播（00511 TVB
）台前幕後的王維基，又有大動作。城
電昨日宣布，以 50.12 億元代價，出售
包括香港寬頻在內的香港及加拿大固網
服務、長途電話業務，並 「廣州城電」
，而接貨買家則為由梁伯韜坐鎮的私募
基金CVC Capital Partners。

泵水押注免費電視
值得注意的是，城電去年度稅後盈

利 3.13 億元，而出售業務的稅後盈利
便佔到 2.88 億元；由此可見，倘若交
易落實，城電日後盈利將無以為繼。王
維基今次狠心把一手湊大的電訊業務賣
走，為的是要泵水拓展包括免費電視業
務的多媒體業務。城電表示，未來4年
規劃用於整個多媒體業務的資金，將不
少於25億元。

雖然仍未獲批本地免費電視節目
服務牌照，但城電指出，據知廣管局
已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提出建議
，給予包括城電在內的申請人該服務
牌照。

王維基若成功把電訊業務拆骨出
售，可為城電回籠逾 50 億元現金。所
得資金除供發展多媒體業務，也會撥
出 20.22 億元 「回饋」股東，以每股
2.5 元特別股息計算，作為大股東的王
維基可坐享 3.93 億元股息。另外，電
城又會向部分管理層派發合共 1.53 億
元花紅。

由於城電在今次交易中勁賺 35.42
億元收益，加上爽派特別股息，城電昨
日股價曾經逆市飆升最多12.8%，但精
明投資者惟恐城電的免費電視業務成為
「吸金」的黑洞，故紛紛出貨止賺，導

致股價升幅在收市時縮窄至 5.4%，報
5.24元。

分析員建議沽股份
騰祺基金管理投資管理董事沈慶洪

建議，投資者可考慮先行沽出城電股份
。他稱，城電過往保持較高的派息比率
，吸引一群好 「息」之徒追捧；即使不
出售電訊資產，以城電未來4年投入約
25 億元資金發展多媒體業務計，即每
年投資約6億元，而該公司去年度經營
業務現金流入淨額額則有 5.88 億元，
勢必影響該公司派息能力，更何況出售
電訊資產後，缺少重要 「流金牛」的情
況下，能否繼續派息亦成疑。另方面，
面對 TVB 慣性收視，城電的免費電視
業務前景值得關注，投資者實在很難寄
予厚望。

富昌證券研究部總監連敬涵則稱，
由於現時消費者可以通過互聯網或其他
手機程式，享用極低廉的長途電話服務
，打擊整個行業的盈利能力，所以城電
今次分拆出售，不失為明智之舉；但對
該公司投入大量資源發展免費電視業務
持保留態度，一方面需要長時間才有回
報收益，且電視行業的盈利前景成疑。

「電訊魔童」 城市電訊（01137）主席王維基為籌措糧餉拓展
免費電視業務，不惜背水一戰，以逾50億元出售城電核心寬頻電
訊業務。交易完成後，城電會撥出20億元派發特別股息，王維基
將淨袋近4億元。然而，日後城電只剝剩未成氣候的多媒體業務及
將軍澳電視廠地盤，故分析員建議散戶應趁早沽貨離場。

本報記者 劉豪

中國內地私營疏浚公司翔宇疏浚
（00871），因聯席主席董立勇涉嫌市
場失當行為，受審裁處研訊，股價連
續兩日遭洗倉，昨再暴跌16.57%，收
報 1.59 元。公司聯席主席劉開進昨接
受本報訪問時表示，董立勇個人行為
對公司正常運作毫無影響，預料今年
收益不會低於去年，更不後悔上市前

與投行對公司純利和股價的對賭協議
安排。

業務與悅達無關
劉開進表示，董立勇不參與公司

日常業務及經營管理，實是公司非執
行董事，董立勇擔任悅達礦業（00629
）董事，因涉嫌股價操控等違規行為
受審裁處研訊，但他本人表示否認，
而該公司業務也與翔宇無關。

財務總監及公司秘書黃愛詩表示
，現時公司手頭訂單約20多億元人民

幣，有信心今年的收益不會低於去年
。去年全年收益同比升 203%至 11.37
億元人民幣，純利升219%至3.03億元
人民幣。

上市前，翔宇疏浚大股東即劉開
進，與建銀國際及工銀國際有對賭安
排，若公司去年底純利低於 3 億元，
在指定日期市值低於26億元，就要以
現金賠償投行相關差額。雖然公司純
利已達標，但市值到昨日只得約15億
元，股價與去年上市時招股價 3.19 元
也相去甚遠。

劉開進昨指出，股價波動與金融
市場不穩定有關，投行也理解，已協
議將市值對賭日期延至今年 5 月。他
本人不後悔這一安排，有把握達到目
標。

他補充，公司現時不追求規模
，也很少作分包工程，由於是私營
企業，對項目回報和毛利率相對國
企有較高要求。此外公司挖泥船和
設備多為進口，船齡新加之操作經
驗豐富，故而相對同業毛利率較高
。唯油價上升，可能對部分舊合約
項目毛利率產生壓力。而由於環保
疏浚業務毛利率高於基建填海疏浚
業務，會逐步加大該業務比重，冀
未來佔收入約三分之一。

至於公司在中國疏浚協會會員名
單中榜上無名，他認為不必介意，因
為不需要加入協會證明公司規模，現
時也無權威數據支持公司是否在內地
市佔率最大的私營疏浚公司，但可以
肯定是領先者之一。

翔宇料今年收益不遜去年
本報記者 劉靜遠

豐信用卡調查一覽
市場

新加坡
香港
台灣
菲律賓
馬來西亞
印尼
澳洲
印度
資料來源：豐銀行

信用卡張數

3.3張
2.7張
2.7張
2.2張
1.8張
1.7張
1.6張
1.3張

每月平均簽帳額
（美元）
1020元
730元
430元
570元
610元
340元
1320元
170元

專訪

王維基若成功把電王維基若成功把電
訊業務拆骨出售，訊業務拆骨出售，
可為城電回籠逾可為城電回籠逾5050
億元現金億元現金

◀港股本周已連跌三日，累跌650
點，力守20000點關口

▼本港信用
卡市場滲透
率由去年的
73%，上升
四個百分點
至77%，為
亞洲信用卡
市場最高的
滲透率

77%港人擁信用卡亞洲稱冠

復星（00656）附屬公司復星醫藥於上交所發出通
告指，獲中證監批准發行H股，擬發行5.475億股。早
前消息指其擬於第二季赴港上市，集資介乎約 46.8 至
62.4億港元，安排行為摩根大通、德銀及中金。另外，
市場消息指，昨日截止公開發售的協同通信（01613）
，公開發售和國際配售均錄得超購，會如期於本月 18
日掛牌。

復星子公司獲准發H股

恒生銀行（00011）旗下恒生中國順德支行於昨日
舉行開幕慶典，是該行在佛山市設立的第二間異地支行
。恒生銀行副董事長兼行政總裁梁高美懿表示，恒生中
國繼續把握《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
排》（CEPA）補充協議六的機遇，在廣東省內拓展分
支機構，未來繼續於廣東省設立網點，目前正在籌建珠
海及江門異地支行。現時恒生中國在中國內地設有 12
間分行和29間支行。

恒生中國順德支行開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