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澤楷在 2008 年先後提出私有化盈大地產及
電盈，雖然兩次均鎩羽而歸，但李澤楷始終
未有死心，2011 年底成功把最具賺錢能力
的電訊業務，以商業信託形式分拆為香港電

訊上市。今年初 「技癢」的李澤楷，再向盈大地產
「打主意」，提出多項建議，包括以每股 1.85 元、

較當時市價溢價 35%，斥逾 17 億元回購最多 9.26 億
股，並擬派送紅股及發行可換股債券，以維持公眾持
股量不低於25%的要求。

有38%折讓 股東料支持
回購建議獲批與否，有待今天股東大會決議，證

券界普遍預期，獲批的機會很大。獨立財務顧問洛希
爾的報告指出，回購價較盈大每股資產淨值（NAV
）約有38%折讓，除非盈大股價明顯高於回購價，否
則建議股東支持回購方案。

盈大在3月初停牌逾一個月後，公布有關重組計
劃，股價累積抽高30.5%，逐步逼近回購價，至本周
一收報1.84元，較回購價折讓收窄至0.5%。

港府在 1999 年把港島臨海大型地皮──數碼港
，批授予李澤楷旗下盈科拓展，隨後注入前稱信佳的
盈科數碼動力。隨着數碼港內豪宅項目貝沙灣單位
「買少見少」，可供套現入帳的利潤減少，加上在海

外發展項目亦未成熟，令盈大的盈利增長前景止步。

回購後可發展資金減少
被視為 「眼中釘」的對沖基金Elliott，通過接納

回購方案而撤走，免除盈大下一步發展的障礙。海通

國際環球投資策略部副總裁郭家耀相信，回購方案遇
到反對的阻力較少，小股東亦可視今次回購為套現機
會。不過他提到，盈大動用資金回購後，將減少可發
展的資金，亦看不到電盈有值錢的資產可供注入，長
遠有機會踏上私有化的道路。

身兼電盈小股東大聯盟成員的盈大小股東陳仲翔
直言，盈大提出回購方案，表面上是要攆走對沖基金
Elliott，最終會否促成私有化則暫猜不透。他提到，
雖然近年盈大派發一次中期息及一次特別股息，投資
者帳面上並無損失，而且看不到對回購方案提出反對
的理由，但大股東一直善於玩弄財技，擔心盈大再有
私有化行動，最終苦了小股東。

另外，AMTD 證券業務部總經理鄧聲興表示，
畢竟盈大現價較NAV有較大折讓，在股價低迷時進
行回購，亦是上市公司普遍的做法。他提到，Elliott
表明若股東會通過方案，將接納回購建議，這有助減
低對沖基金在盈大的影響力，讓盈大更易於完成日後
私有化的計劃。

李

港股五窮月料牛皮上落

分析指李澤楷為私有化做準備

盈大回購案料今獲通過
電訊盈科（00008）完成分拆香港電訊（06823）上市後，主席李澤楷瞄準新目標

，向旗下盈大地產（00432）埋手，回購電盈以外其他獨立股東所持股權，並將於今天
（2日）舉行特別股東會表決。基於持股23.39%的對沖基金Elliott及ECALP表明，接
納回購協議，加上今次提出以高溢價回購，估計方案獲支持的機會 「十拿九穩」 。證券
界直言，盈大美其名為 「資產重組」 ，實際卻是清除對沖基金的障礙，並以 「給股東套
現機會」 為由，降低街貨量，為下一步的私有化做足準備。

本報記者 李潔儀

■綠楊老而彌堅價再升 ……………B2
■澳大幅減息半厘至3.75厘 ………B3
■日圓急升 不利股市 ……………B4
■五月A股有望震盪上行 …………B5

■力寶華潤1.2億沽淺水灣物業

特稿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日 星期三B1 責任編輯：譚澤滔經濟 國際經濟 中國證券 大公園
小公園 文化 中華醫藥 校園 娛樂

有云： 「五窮六絕七翻身」，步入 「五窮」月
份，在外圍未有任何利好消息刺激下，分析認為，
港股今日將低開，預計回吐至少100點，全周走勢
料保持偏軟，在20500點至21100點之間牛皮上落
，恐怕整個5月份難以突破21760關口。

歐債危機重燃；外圍股市下挫；內地 PMI 數
據遜預期，以及 「放水」措施未見蹤影，在種種利
淡因素下，港股進入 「五窮月」。金利豐證券研究
部董事黃德几表示，港股在假期前已經偷步炒上，
今日回吐將無可避免，惟跌幅有限，估計為逾100
點水平。

新鴻基金融集團證券策略師蘇沛豐亦認為，今
日港股跌幅不大，約100多點左右。他指出，歐債
危機重燃，加上法國及希臘換新政府，投資者處於
觀望，不過目前市場情緒並不悲觀，仍期待內地下
調存款準備金率（RRR），預料 RRR 本月有望
下調。

分析認為，在未有利好消息前，估計港股本周
在200點至300點波幅上落，整個5月在20400點至

21500點之間徘徊。
蘇沛豐稱，若果有好消息刺激，港股本月有望

突破 22000 點，惟難以企穩。黃德几估計，港股 5
月將難以突破21760點，他恐怕內地6月底前也不
會下調RRR。

至於第三輪量化寬鬆措施（QE3），蘇沛豐及
黃德几均認為機會不大。黃氏不相信再有 QE3，
並預料美國會以其他方式 「放水」。蘇氏則稱，短
期內難推QE3，除非美國的數據轉趨惡化。

在如斯一個淡靜的上落市中，蘇沛豐認為，很
多板塊的升幅有限，建議投資者先獲利離場。內地
日前下調期貨及股票交易費用，他認為券商股及A
股 ETF 相關股份可率先受惠，其他股票方面，首
季業績造好的股份亦可留意，如中海油田服務
（02883）及民行（01988）。

黃德几稱，內銀股在首季業績後已經錄得升幅
，本月再升幅度不大，電訊股方面亦如是。此外，
港交所（00388）因可能配股而將繼續受壓，滙豐
（00005）則難以突破70元，不值得博。

融創中國（01918）昨公布 4 月份數
據，截至 4 月底累計實現合約銷售金額
65.7 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
87%，其中，合同銷售金額為56.4億元，
預訂合同金額為9.3億元。合約銷售面積
約 41 萬平方米，合約銷售均價約每平方
米1.6萬元。

期內，實現新增預訂合同金額 23.1
億元，合同銷售金額 22 億元，同比增長
113%，合同銷售面積約 13.2 萬平米，合
同銷售均價約每平方米 1.67 萬元；其中
，合同銷售金額按照城市貢獻佔比為天
津38%、北京22%、重慶16%、蘇南（包
含無錫、蘇州、宜興）24%。

評級機構惠譽予其評級展望，由負
面調整為穩定，並確認其 BB-信用評級
。惠譽表示，是次調整反映融創已經發
展成中等規模的房地產開發商，以及該
公司去年超預期的銷售表現。惠譽同時
表示，新項目的增加使其今年銷售超過
2011年的可能性增加。

標普確認融創 BB-信用評級。報告
認為，該公司的主要優勢包括集中在現
有城市操作項目可有效控制風險；令人
滿意的銷售執行力；以及低成本的土地
儲備。充裕的現金流及有空間對工程款
和新土地獲取款預算進行削減亦是支撐
評級的因素。

滙豐昨日公布，在香港推出 30 天服務承諾，涵蓋多
項投資、保險、按揭及私人貸款產品。由現在起至今年年
底，客戶在購買合資格的零售銀行及財富管理產品後 30
天內，將自動享有退還或豁免服務費的保證，而65歲或
以上長者客戶的收費退還或豁免期更延長至60天。

一般而言，滙豐會於收到出售、終止或退出合資格產
品的要求或收取有關收費或保費後（以較後者為準）的
30 天內，退還或豁免有關費用或保費。其實本港亦有類
似保障條例，如現時於本港凡購買人壽保險，客戶都享有
21 日冷靜期權益，但是投保人必須在冷靜期內寫信通知
保險公司撤銷保單，方可取回保費。

此外，雷曼迷債事件後，證監會逐步加強投資產品銷
售監管制度。金管局推行兩日的 「落單冷靜期」，適用於
非上市衍生產品及長者與首次購買產品的客戶；證監會亦
有5天 「售後冷靜期」，適用於所有客戶。

滙豐香港區零售銀行及財富管理業務主管施穎茵表示
，有關30天服務承諾是全港首創，讓該行零售客戶可以
更安心地作出財務決定。她指出，該行調查顯示，大部分
客戶（81%）認為服務承諾令他們對金融產品更有信心，
有90%的受訪者滿意保證退還或豁免費用的30天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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滙豐推30天服務承諾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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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盈透過向東方燃氣注入地產業務借殼
上市，改名為 「盈科大衍地產」
電盈提出每股2.85港元私有化盈大地產

對沖基金Elliott擬以最大獨立股東逼電盈
加價，私有化計劃未獲股東支持而告吹

盈大派發特別息1.32元，電盈獲派逾19
億股息

盈大地產提出回購電盈以外股東持股，
回購價每股1.85港元，涉資最多17億元

盈大地產舉行股東會，表決回購方案

■中播控股扭虧賺4719萬

■淡水河谷付第一部分股息

渣打將於今日公布首季經營數據。管理層於發布
2011 年全年業績時，曾表示集團踏入 2012 年業務保
持強勁，證券界關注是次公布的數據能提供不同業務
的發展趨勢。市場焦點在於渣打收入及成本增長速度
，以及印度業務及資產走勢。

瑞信發表報告，指關注渣打首季收入及成本增長
速度。該行估計，渣打今年的收入增長為 9.1%，成
本則增長 8.2%。而去年渣打收入增長 9.8%，成本增
長8.1%。

此外，印度去年因經濟放緩，加上政治不明朗，
令稅前盈利大幅倒退33%。該行亦十分關注渣打於印
度的業務表現，尤其是區內的資產質素。

瑞信指出，渣打管理層曾表示，印度本土企業正
面對息率上升及高政治風險的挑戰。該行希望從首季
經營數據，尋找印度市場的經營環境及資產質素的走
勢及情況。

該行維持渣打跑輸大市的評級，目標價185.7元
，指其股票表現將與香港股票市場同步。

而巴克萊發表報告，表示雖然亞洲市場今年首季
信貸增長放緩，但歐資銀行從市場撤資，給予渣打擴
大市場佔有率的機會。此外，投資銀行業務顯著反彈
，以及亞洲區內貨幣走勢，均有利於渣打表現，故維
持渣打 「跑贏大市」投資評級，及 200 元目標價不
變。

巴克萊指，投資銀行業務盈利貢獻佔渣打去年盈
利38%，渣打將受惠投行業務於首季的強勁反彈。該
行續稱，雖然渣打有關業務表現增長或不及同業強勁
，但指其業務相對亦較為平穩。

渣打季報印度業務成焦點
勤+緣（02366）公布截至3月底止半年業績，股東應

佔溢利大挫 76%，至 1213 萬港元，擬派中期股息每股
0.025 仙，較去年同期的 1.28 仙減少達 98%，股東可選擇
收取現金股息或以股代息。公司並宣布，將財政年度結算
日由9月30日，更改為12月31日。

公司表示，其業務方針改為專注於央視、聯同省級電
視台合作拍製大規模之電視劇、並以在中央電視台頻道及
衛視頻道首播為發行策略。預料將來反映在其主流業務生
意額以及盈利上當會有好的成績，惟與央視合作之電視劇
，一般從策劃至播映需時不少於兩年，故 2012 年上半年
尚未能完成多部該等與央視合作之電視劇而使上半年度之
業績更形受惠。

勤+緣賺1213萬大挫76%

太陽世紀（01383）公布，就月前公布計劃以 7.8 億
元人民幣，出售深圳物業，以及深圳市鴻隆商業管理的
全部已發行股本，公司表示，由於需要更多時間以達成
收購的先決條件，故經磋商後，買賣雙方與確認方於 4
月 30 日訂立一份補充協議，將最後截止日期延至今年 6
月30日，而該協議之其他條款及條件維持不變。

力寶華潤（00156）宣布出售淺水灣物業，套現1.22
億元。出售事項將於今年8月14日完成，公司將因此獲
得2000萬元收益，所得款項將用作一般營運資金或日後
投資所用。力寶華潤為力寶擁有約71.21%權益之間接附
屬公司，其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力寶華潤之附屬公司
及聯營公司之主要業務包括投資控股、物業投資、物業
發展、食品業務、物業管理、礦產勘探、證券投資、財
務投資及放款。力寶華潤去年盈利 2.8 億元，按年減少
60%，主要由於投資物業的公平值收益較前年減少所致。
末期息0.5仙及派特別股息1.5仙。集團投資物業錄得重
估收益3.84億元，減少43%。另外，全年收入2.4億元，
下跌14%。

中播控股（00471）公布，公司截至去年12月底止的
年度業績扭虧為盈，由2010年虧損2154萬（美元，下同
），轉至去年錄得溢利 605 萬（約 4719 萬港元），每股
盈利為0.2仙，不派息，而股份會於今日復牌。公司表示
，正透過重組、分拆出售及收購，將業務由印刷線路板
製造商，轉型至流動多媒體技術及服務供應商，並稱轉
型已進入最後階段。

■太陽世紀延售深圳物業

淡水河谷（06210）昨公布支付今年第一部分最低股
息，按照今年 4 月 30 日約 4.09 雷亞爾兌 1 元計算，以最
終總額約4.4元作為每份預託證券的資本利息。另應付每
份預託證券的第一部分最低股息的最終淨額約為 3.59 元
。公司表示，有關股息已扣除巴西向資本利息徵收 15%
的預扣稅，以及股息費0.15元。

「彤叔愛股」福和（00923）去年11月
發生的1億元人民幣不翼而飛事件，公司日
前正式委聘四大會計師行之一，協助董事會
特別委員會，進行獨立調查。公司並公布多
項人事變動，集團主席兼執行董事梁契權因
休假及無法履行職務，暫停主席職位並調任
非執董，由非執董劉順銓任署理主席，又委
任策略總監孫榮業為行政總裁及執行委員會
主席。另一非執董新世界（00017）總經理
助理裴震明則宣布辭任。該股份自 11 月底
停牌至今。

去年 11 月底，公司宣布發現 1 億人民
幣匯款神秘失蹤超過一個月，但在事件曝光
4日後卻突然有一筆相同金額匯款匯入公司
銀行戶口，公司稱該筆款 「來源尚未查明」
。當時公司表示，已就該等情況成立特別委
員會，以便在一間獨立會計師行協助下，確
定該筆為數1億元款項的收款人身份及匯款
來源，以及檢討是次事件及該公司的內部控
制系統。

福和於周一深夜發布通告，委聘四大會
計師行其中一間協助董事會特別委員會就該
事件進行獨立法務調查。另外，宣布多項人
事變動，均於 4 月 30 日正式生效。該調任
包括執行董事梁契權調任為非執行董事，並
由獨立非執行董事劉順銓為董事會非執行署
理主席，以取代梁契權；以及委任執行董事
兼策略總監孫榮業為行政總裁及執行委員會
主席，同樣取代梁契權；並批准裴震明辭任
非執行董事兼薪酬委員會成員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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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打管理層於發布2011年全年業績時，曾表示
集團踏入2012年業務保持強勁

▲分析認為，港股今日將低開，預計回吐至少100點
，全周走勢料保持偏軟

▲李澤楷在2008年先後提出私有化盈大地產及電盈，雖然兩次均鎩羽而歸，但他始終未有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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