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澤楷：電盈考慮增派息

券商指競購LME作價高 損股東利益

李小加：下棋者不評棋
倫敦金屬交易所（LME）第二輪入標將

於下周截止，港交所（00388）日前終於承
認有份參與競投，惟券商批評作價高昂，收
購有損股東利益，紛調低港交所評級和目標
價。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昨回應： 「下棋
的人不評棋，但卻是心裡有數」 ，留待市場
日後分析對與錯。另外，他表示所有基建設
備已到位，預計今年場外交易（OTC）清算
公司可以投入服務。

本報記者 郭文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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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與小股東關係日趨友好的電訊盈科（00008）
，去年底成功分拆香港電訊（06823）上市，集團主席
李澤楷表示，電盈無意減持香港電訊股權，又指倘若

下半年營運數據持續良好，香港電訊派息或可較招股
書預測為多，變相令電盈增加收入來源，屆時電盈亦
會考慮增加派息。

香港電訊首季營運佳
李澤楷昨日出席兩家公司股東會時表示，香港電

訊每單位股價今年累積升32%，跑贏同期恒指表現，
其強勁的現金流提供穩定派息及增長能力，是電盈良
好的收入來源，故集團未擬作出減持計劃。

按照香港電訊去年底招股書列出，2012年最少分
派25.74億元股息，股息回報率超過8厘。

有小股東問到會否增加派息，李澤楷回應說，根
據今年首季營運數據分析，有信心香港電訊2012年派
息可達招股書預測，若下半年表現滿意，有望派發更
多股息。

他續說，即使不計及分拆香港電訊的特別股息，
電盈過去12個月的現金利息及股價表現，均跑贏大市
超過一成，倘若香港電訊盈利表現較預期佳，電盈亦
會可研究增加派息的可行性。

對於有小股東建議邀請 「股神」巴菲特入股電盈

，以提升電盈股價及回報，李澤楷表示凡是 「好主意
」均會考慮，強調電盈 「穩健求進」的策略，有足夠
現金儲備部署發展。

免費電視不打價格戰
被問到電盈投資免費電視業務，李澤楷指出，仍

在等待港府發放牌照，強調不會參與任何惡性競爭或
挖角潮，電訊業務亦不會打價格戰。他續說，截至 3
月底止，電盈旗下企業方案業務表現理想，手頭合約
相當於2011年收入的兩倍，又強調香港電訊旗下光纖
服務收費合理及具競爭力。

至於早前市傳有線寬頻（01097）放棄競投下屆英
超聯直播權，有小股東提問指電盈旗下now電視是否
會競投？李澤楷表示，會考慮股東利益，積極研究是
否參與競投英超播放權。

另外，電盈第二大股東聯通（00762）高層包括總
裁陸益民、首席財務官李福申，透過視象會議出席電
盈及香港電訊股東會。李澤楷表示，與聯通在數據中
心、客戶服務中心及銷售網方面合作，雙方日後會尋
求更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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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澤楷（右）說，根據今年首季營運數據分析，
有信心香港電訊2012年派息可達招股書預測

本報攝

特步（01368）首席財務官兼執行董事何睿博昨日
在股東會後表示，相信行業已走出谷底，公司首季的同
店增長僅低單位數，但4月份已改善至約中單位數增長
。公司零售終端庫銷比已由去年的5至6個月，改善至
現時的4至5個月，相信庫存可慢慢消耗。

集團主席兼行政總裁丁水波表示，今年第4季訂貨
會訂單增幅，與第3季相若，預料下半年銷售會改善，
折扣將會減少，因庫存在上半年逐步下降。他指出，
「五一」期間，集團銷售量按年沒有明顯下跌，但折扣

增加約5個百分點，即由七五折提高至七折左右。
何睿博表示，現時原材料價格穩定，毛利率維持與

去年相當的水平，當時約為40.8%。至於公司剛剛獲得
的7.8億元銀團貸款，將主要用於港元派息，短期內因
資金充裕，暫無發新股計劃。

特步銷售增長持續改善

中國利郎（01234）副主席兼執董王聰星昨日於股
東會後表示，集團今年冬季訂貨會將於本月下旬舉行，
由於推行新訂貨政策，以及降低分銷商訂貨率，可有效
控制庫存，估計訂貨金額增長可達雙位數。

早前消息指出，集團首季同店銷售額增長14%，單
價增幅也達雙位數。王聰星預料今年產品仍有加價空間
，成本方面增幅則較前兩年大幅放緩，只有單位數增幅
。他表示，去年舉辦的春夏季訂貨會的產品單價，增長
為雙位數，而今年早前舉行的秋季訂貨會產品單價，增
幅則為單位數。他認為，集團的 「售清率」為正常水平
，去年冬季產品售清率達80%，今年春季則已逾50%。

他續指，今年全年開店目標維持約400間，年初至
今已開 39 間，料第二及三季為開店高峰期。另外，集
團目前無負債，資金充裕，暫無融資壓力，由於同業競
爭愈趨激烈，集團會專注發展業務，暫無意收購。他並
說，今年會在倫敦奧運會投放廣告，集團的廣告費用佔
銷售金額維持8至10%。

利郎訂貨料雙位數增長

▲丁水波（右）表示，庫存在上半年逐步下降。旁
為何睿博 本報攝

▲左起：中國利郎副主席王聰星、主席王冬星、首
席財務官高玉蘭 本報攝

康佰控股（08190）發盈警，預期集團截至今年 3
月31日止九個月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可能錄得虧損。有
關虧損乃因（其中包括）：銷售額大幅減少及毛利率
下跌所致。公司昨天收報0.101元，下跌3.81%。

■康佰料半年業績虧損

北方礦業（00433）昨天收市大跌 16.327%至 0.205
元。公司昨天發通告稱，已知悉公司股份價格下跌及
成交量上升，但聲明董事會不知悉導致有關波動的任
何原因。

■北礦挫16% 不知異動原因

簡訊

全球最大有色金屬交易平台LME，去年9月已考
慮放售，由於LME掌握主要有色金屬的訂價權，吸引
全球10餘個交易所參與競購。適逢港交所宣布部署開
拓商品市場，市場揣測其有意藉併購開拓新業務，有
關消息流傳超過半年時間，直至上月底交易所才發出
公告承認參與投標。

大摩最悲觀目標價100元
李小加昨出席香港證券專業學會活動研討會，其

間有經紀業人士質詢併購事宜。他回應指交易所已發
出公告，所以沒有補充。會後他表示，交易所留意到
市場的傳聞越來越多，大量資訊可能令市場混亂，故
有需要發出公告澄清部分市場傳聞。

被問及交易所的公布是否太遲，李小加表示，不
僅是港交所，任何企業也經常進行商業談判或研究合
作等活動，但過程中可能存在很多變數，例如賣方於
初磋階段已突然終止交易等，故在不適當時候披露，
可能對潛在交易構成不良影響，最終損害股東利益。
他強調，港交所一向保持高度透明的文化，讓股東了
解最新動向。

對於可能成為港交所歷來首宗海外收購活動，券
商普遍不甚看好，紛紛下調其評級或目標價，其中以
大摩最悲觀，大削目標價至 100 元。歸納券商報告，
利淡原因包括巨額收購對交易所構成資金壓力，可能
需要供股或配股集資，從而攤簿每股盈利高達10%。

李小加：市場日後評對錯
另一方面，券商關注高達 20 億英鎊（折合約 250

億港元）的提購價，屬於非常高昂的水平，加上LME
歷史悠久及發展成熟，質疑LME未來的增長空間非常
有限，甚至有機會成為港交所的包袱。

外界抨擊收購計劃，李小加以 「下棋的人不評棋
，但卻是心裡有數」作回應。他表示，明白到市場對
有關意向十分關注，亦關乎港交所股東利益，而分析
師因其工作需求，按手上的消息作出評論。然而，當
事情完滿結束後，市場自然了解分析事件的對與錯。
他補充，目前一切仍處於研究階段，當有具體落實的
事情，一定會對外披露更清晰的細節。

場外交易清算年底營運
被問及港交所多項變革的進展，李小加透露，場

外交易清算公司預計今年底投入服務，有關基礎建設
、法律框架及監管細則已到位，初期產品主要處理利
息、利匯產品及商品期貨。

不少業界對港交所推行期貨夜市持反對意見，他
承認很多基金，尤其是被動管理基金存在一定壓力，
但夜市並非本港獨有及首創，最終本港仍需要與其他
國際城市接軌，而現階段尚未作任何決策。

至於人民幣證券產品方面，他表示港交所事前工
作已經做好，但最終仍要視乎發行商的決定。他表示

，人民幣證券始終是新產品，明白到發行商有多方面
考慮，例如能否順利融資及上市等，加上市場動盪
的時候，先行者多種憂慮在所難免，但相信最終會
面世。

受惠於市況向好、保險銷售增長，以及核
心盈利加強，宏利金融（00945）今年首季歸
於股東的收入淨額為12.06億加元（約95億港
元）。每股全面攤薄盈利為0.66加元，普通股
股東資金回報為21%。集團宣布，派發首季每
股普通股股息 0.13 加元，並將於 2012 年 6 月
19日或以後派發。

宏利首季歸於股東的收入淨額為 12.06 億
加元。撇除股市及利率的直接影響之收入淨額
為 11.31 加元，而帶來盈利貢獻的其他可注意
項目總額為5.92億加元。期內集團整體保險銷
售增長35%，其中亞洲保險銷售創下歷年新高

，增長26%，這由於代理人數目錄得16%的增
長、香港及東盟地區業務表現穩健並分別錄得
31%及26%的增長所致。受團體保險錄得銷售
新高所帶動，加拿大保險銷售增長80%。美國
方面，儘管壽險銷售持續錄得增長勢頭，保險
銷售錄得3%跌幅。

受多項策略性重點措施所帶動，集團核心
盈利較去年第四季進一步加強。而截至 2012
年 3 月 31 日，集團旗下管理資產總值創下
5120 億加元的新高，帶動收費收入上升，反
映在拓展不受擔保約束的財富及資產管理業務
方面的成效。而集團表示，將透過改善業務組

合和降低新造業務開支以減低業務風險。
宏利金融首席財務總監裴睿高表示，今年

首季核心盈利較去年第四季回升，主要由於集
團採取措施多方面拓展收入來源並上調產品價
格。季內集團推出更多靈活及整合對沖措施，
以進一步加強對沖計劃的成效。而集團於
2012 年首季維持雄厚的財政實力，宏利人壽
保險的最低持續資本及盈餘規定比率達至
225%的穩健水平。他續稱，季內集團發行2.5
億加元優先股及 5 億加元後償債券，反映集
團因應預期融資需要而採取的審慎資本管理
策略。

宏利首季收入95億

聯合能源日產2.7萬桶

《2012 年證券及期貨（修訂）條例》（簡稱《修
訂條例》）將於今日憲報刊登，包括實施股價敏感資
料披露等的法定機制，預計將於2013年起生效，讓上
市公司有足夠時間為新規定作好準備，以及設立所需
的內部監控制度。證監會表示歡迎立法會通過《修訂
條例》。

根據《修訂條例》，證監會將可設立法定披露制
度，規定上市公司在適當時間披露股價敏感資料，並
就不披露股價敏感資料的情況，將予以民事制裁。

證監會在修例下，可直接在市場失當行為審裁處
席前，提出進行研訊程序，而無需先把個案提交財政
司司長作決定。另外，證監會將會成立投資者教育中
心，承擔整個金融服務界的投資者教育職責，相關條

文將於今日實施。
港交所（00388）對《修訂條例》獲通過成為法例

表示歡迎，並相信新條例對香港發展為國際金融中心
具有重要的積極意義。

港交所上市科主管狄勤思表示，將披露股價敏感
資料列為法定責任，可確保本港的監管機制繼續與其
他司法權區看齊。此舉亦標誌着本港作為全球主要上
市地位吸引力之餘，亦着力於進一步提高股東保障。

因應披露股價敏感資料法定機制《上市規則》亦
須作相應修訂，以刪減與新法例重複及重疊的條文，
包括移除納入法定機制的現有持續披露責任規定。此
外，移除核心條文將需要對其他條文進行修訂，港交
所計劃稍後就有關的《上市規則》修訂公開諮詢市場。

聯合能源（00467）公司財務總監彭沛然昨表示，
目前公司單日總產量逾2.7萬桶油當量，其中公司在中
國遼河油田高升區塊EOR項目日均產量由2011財年度
761桶，增至目前的1200桶。

他相信，隨着Badin區域日產量逐步恢復，以及隨
着MKK區域勘探井陸續完成，相信未來幾年可以逐步
達到該地區日產量最高峰的3.9萬桶油當量，預計Badin
及MKK區域產量各佔一半。公司昨天收報1.67元，下
跌1.183%。

集團近日公布第一季度最新業務數據，巴基斯坦油
氣田淨日均產量接近21500桶油當量。油氣田日產量較
2011 年底增加 17.6%至 24700 桶油當量。期內，巴基斯
坦完成了三口勘探井的鑽探計劃，兩口開發井及五口修
井作業。

彭沛然稱，希望今年在巴國可以完成 20 口開發井
及 13 口勘探井。集團早前計劃，提升巴國地區平均日
產量至24000 至26000 桶油當量，同時希望維持開採成
本於每桶6.5至6.9美元。

莎莎國際（00178）昨公布，剛過去黃
金周假期（4 月 29 日至 5 月 1 日期間），
香港及澳門零售業務銷售額，較去年同期
（4 月 30 日至 5 月 2 日）上升接近 15%。
若包括就積分獎賞計劃所作的會計調整，
增長則約12%。

該公司主席及行政總裁郭少明表示，
隨着近年內地勞動節假期縮短，內地旅客
訪港日子逐漸分散，黃金周效應已逐漸淡
化。

不過他指出，今年黃金周三天假期，
香港及澳門零售銷售額增接近15%，符合
集團預期。

莎莎股價昨收報 5 元，升 0.03 元或
0.604%。

股價敏感資料披露條例刊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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