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利豐手頭訂單有正增長

呎租超過150元 年內繳建築費8億
希慎廣場商舖出租率95%
貴為傳統黃金購物地段的銅鑼灣，近

年商舖租金升幅驚人， 「大地主」 希慎興
業（00014）可謂水漲船高，旗下希慎廣
場即將開幕，勢將為區內帶來一番新景象
。集團管理層表示，希慎廣場商舖部分出
租率已達95%，每呎租金超過150元，項
目年內需要繳付的建築費達8億元。

本報記者 李潔儀

■易寶首3季收入10億增7倍

■國壽首4月保費減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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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樓價持續乾升，備受用家追捧的將軍澳區，
最新平均呎價衝破6000元，今年已累升7.5%，創97年
底以來新高，在樓價高企下，嚇怕不少用家，全區 19
個私人屋苑本月暫時只錄113宗二手登記，地產界人士
預料，區內全月買賣不足300宗，勢創3個月低位。

據土地註冊處資料，本月首11日，全港二手住宅
登記暫錄 2818 宗，預料全月約 7000 宗，與 4 月份相若
。不過，備受用家追捧的將軍澳區二手買賣偏軟，區
內 19 個私人屋苑暫錄約 113 宗二手註冊，儘管相比上
月同期約90宗升約25%，惟這主要由於4月初為復活節
假期，令上月之註冊日較本月為少所致。

全月成交或不足300宗
香港置業高級執行董事伍創業表示，5月份二手住

宅買賣升幅將逐步收窄，甚至有機會調頭回落，其中
將軍澳區19個私人屋苑全月或不足300宗，勢創近3個
月低位。

若以金額劃分，將軍澳區19個私人屋苑本月的二
手註冊中，以中價物業佔最大部分，價值300萬至500
萬元的買賣共79宗，佔區內19個私人屋苑二手註冊量
的 70%；其次為 500 萬元至 1000 萬元的註冊登記，佔
26%，暫錄29宗，可見本月將軍澳區逾95%二手註冊為
中價及中上價物業。

儘管本月將軍澳區二手註冊量持續偏軟，惟平均
呎價仍然穩步上揚。將軍澳區19個私人屋苑最新平均
呎價暫錄約6148元，本年至今累升約7.5%，再度超越
6000元關口，並創自97年12月後新高，形成樓價逐漸
乾升的局面。

將軍澳呎價衝破6000元

外圍經濟負面因素不斷，跨國企業放
緩擴充大計，拖累今年首季本港甲級商廈
租賃需求回軟。高力國際指出，鑑於本港
寫字樓市場面臨經歷周期性的衰退，隨着
不少租戶遷往非核心區，預計中區甲級寫
字樓受壓，未來一年租金將跌8%。

高力國際亞洲研究及諮詢行政董事盧
永輝表示，受到營商氣氛欠佳拖累，不少
公司擱置擴充計劃或縮減寫字樓面積，令
今年首季香港甲級寫字樓租賃需求回軟。

他指，中環及金鐘寫字樓租金高昂，
不少租戶難以負擔，陸續遷往其他非核心
地區。所以，今年首季中環及金鐘甲級寫
字樓空置率升幅最大，按季增長1.9個百分
點至 5.7%，而港島東及尖沙咀的空置率亦
分別升至4.2%和2.9%。

灣仔銅鑼灣空置率1.6%
相反，隨着對租金成本較緊張的租戶

陸續遷進，上環及九龍東的甲級寫字樓空
置率分別跌至3.6%和10.3%，灣仔及銅鑼灣
的空置率更下調至 1.6%，是第一季各區的
最低。受租戶遷出影響，今年首季甲級寫
字樓平均空置率按季上調0.4個百分點至5%
的歷史平均水平。

租金方面，中環及金鐘甲級寫字樓租
金跌幅顯著，今年首季回落 8.9%，成為各
區之冠。盧永輝預計，在外圍環境不明朗
因素憂慮增加下，本地寫字樓市場預計會
在 2012 年經歷周期性的衰退，然而隨着更
多租戶繼續由中環金鐘遷往非核心區，加
上預計甲級寫字樓供應有限，可為整體甲
級寫字樓市場稍為增添穩定因素。預料未
來 12 個月，甲級寫字樓的整體租金將下調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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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神華（01088）昨公布主要營運數據，4 月份
商品煤產量按年增長12.9%至2450萬噸；煤炭銷售量按
年增長 14.6%至 3680 萬噸，其中出口量 30 萬噸，按年
大增200%；進口量為10萬噸。

首4個月商品煤產量按年升12.5%至1.036億噸，煤
炭銷售量按年升15.8%至1.453億噸，其中出口量為170
萬噸，按年跌37%。

另外，上月總發電量為199.2億千瓦時，按年上升
27.6%；總售電量為185.4億千瓦時，按年上升27.3%。

易寶（08086）昨公布截至3月底止9個月業績，收
入按年大增7.7倍至10.8億元；毛利增6.73倍至4.66億
元。錄得純利 9881.6 萬元，增長 1.6 倍；每股盈利 1.84
仙，不派息。

單計第三季收入增 5.4 倍至 3.26 億元，純利增
44.7%至2875.5萬元，每股盈利0.54仙。公司昨天收報
0.88元，上升1.149%。

評級機構惠譽昨發表報告指出，中國信
貸擴張過後，導致銀行承受的資產質量壓力
顯現，惠譽給予人民幣債務評級 「AA-」，
評級前景 「負面」。惠譽亞洲主權評級部主
任Art Woo認為，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7月1
日上場後，新政府班子的轉變，不會作為影
響本港評級的主要因素。他預計香港的財政
及貨幣政策不會改變。在亞洲區，香港的信
貸增長較快，但會否產生資產泡沫問題，有
待下月進一步探討有關金融前景問題時才交
代。

一年不調低人債評級
惠 譽 亞 太 區 主 權 評 級 主 管 Andrew

Colquhoun表示，對於人民幣債券評級的負面
展望，是主要考慮到地方債務問題，及銀行
債務的結構性風險問題，未來一年將不會調
低人民幣債務評級及前景展望。

惠譽於報告指出，在中國信貸擴張過後

，壓力正在顯現，不良貸款和特別關注類貸
款自 2011 年第四季度以來，不斷增加，惟現
在整體水平依然較低。更重要的是，隨着存
款增速放緩，寬限措施導致貸款償付減少，
銀行的現金緩沖能力越來越弱。

該行指出，過去充足的流動性使得銀行
能夠以最低限度的干擾來承擔不良貸款，而
當前，不斷降低的流動性水平，意味着資產
質量將可能承受更加無序的壓力，並開始抑
制新增貸款，進而給國內生產總值（GDP）
增長帶來壓力。

Andrew Colquhoun 昨日在亞洲區主權評
級電話會議上表示，檢討內地主權評級時，
主要考慮因素包括資產質素對銀行業的打擊
，及影子銀行的監管問題。惠譽給予中國外
幣債務評級 「A+」，評級前景 「穩定」，但
同時，人民幣債務評級 「AA-」，評級前景
「負面」。

他解釋，主要是考慮到地方政府債務問

題，以及結構性風險問題。不過他說，部分
內地銀行已進行集資，以及存款基礎雄厚，
現階段更為關注內地中長線前景，例如，內
地經濟能否成功轉型至內需模式推動經濟。

在通脹壓力下，經濟增長減速政策將會
持續，但目前勞工需求情況向好，並無受到
經濟減速影響。另外，中國地方政府融資平
台債務佔中國GDP僅5%，比率低於其他國家
，加上中央亦會出手緩解地方政府債務問題
，估計未來12至18個月不大可能下調中國評
級。

他補充，去年中央政府開始處理地方政
府債務問題，加上最近內地數據表現符預期
，故不會調整中國預測，維持今年GDP增長
8%，以及不會出現 「硬着陸」風險。至於中
央會否再推刺激經濟措施，他認為，中央對
於現時通脹及經濟增長情況已感合理，除
非就業市場惡化，否則不會推出刺激經濟
措施。

惠譽：港府換屆評級不變

希慎主席利蘊蓮昨日出席股東會後表示，旗下銅
鑼灣希慎廣場已租出約95%零售樓面，寫字樓樓面亦
已租出40%。她強調，希慎廣場並不急於尋找租客。

繼成功引入台灣誠品書店落戶希慎廣場，較早前
，市場消息傳出，中國名酒品牌五糧液集團，以呎租
高達 75 元，租用銅鑼灣希慎廣場全層寫字樓，創區
內呎租新高。希慎主席利蘊蓮未有回應呎租 75 元的
傳聞，只強調會有均衡的租戶組合，不會側重於某一
行業或來自同一國家的租戶，以平衡風險。

寫字樓續租金升20%
前稱興利中心的希慎廣場，重建工程在 2006 年

第4季動工，共提供40層商廈，項目將於今年8月正
式開幕，其中15層共24萬平方呎屬於甲級寫字樓。

新上任的副主席兼行政總裁劉少全表示，市場關
注歐債危機對經濟的影響，集團將致力做好危機管理
。他相信，本港今年的零售市道將更趨正常化，應不
會再出現每年40%至50%的高增長，不過受惠中國經

濟發展，消費力仍能穩步上升。
至於租金走勢方面，集團財務總監賀樹仁指出，

今年首三季的寫字樓續租已大致完成，續租租金升幅
約有10%至20%。

對於有小股東認為希慎上市以來的派息率偏低，
希望可增加派息，賀樹人表示，公司一貫派息政策主
要視乎業績表現、現金需要及整體經濟環境，由於集
團近年投資發展希慎廣場，未來仍要支付建築費，所
以對現金有一定需求。

他續說，希慎廣場今年需要支付的建築費約7至
8億元，明年則為2億元，扣除希慎廣場的開支，集
團每年用於物業維修及翻新等開支，平均每年約2至
3億元。

公布人事變動股價飆5%
希慎昨日公布人事變動後，股價突然抽高近5%

，高見 34.5 元，午後升幅逐步收窄，收報 33.5 元，
逆市升1.5%。

野村發表研究報告唱好收租股，該行認為雖然地
產股潛在回報或較高，但樓價今年至今，已累積升
6%，加上地產發展商面對多項不明朗因素，同時寫
字樓租務需求未減，相信未來兩季，收租股可跑贏地
產股。

野村較看好希慎及冠君產業信託（02778），維
持兩股 「買入」評級，希慎目標價為 40.1 元，冠君
產業信託則為 4.16 元。該行認為，一旦地產股能消
除一至兩項不明朗因素，建議可由收租股換馬至地產
股。

希臘局勢不穩，歐債危機有愈演愈烈之勢。利豐
（00494）主席馮國綸昨日出席股東大會後透露，集團
現時手頭訂單與去年同期相比仍有正面增長，對現時
環球出口前景雖不太樂觀，亦談不上悲觀，有信心集
團的三年計劃可於明年達標。他認為，美國經濟正處
復蘇中，今年出口不會太差；歐洲情況最看不透；而
中國及亞洲其他地區料繼續有雙位數字增長。

馮國綸透露，已收到秋季的訂單，但聖誕訂單則
仍未收到。他估計，歐洲情況會較弱，但美國則不會

轉差。他解釋，美國今年正值大選年，客戶不認為生
意會轉差，加上美國經濟逐漸復蘇，所以訂單亦逐漸
有增長。但歐洲方面，由於歐債危機仍揮之不去，經
濟大受影響，雖然出口到德國及英國情況還算可以，
但其他地區已出現下跌。

至於中國及亞洲其他地區，他表示，雖然近日內
地出口數據差過預期，但集團出口到內地價值按美元
計算並沒有下跌，加上內地對奢侈品需求強勁，故認
為內地業務仍然會持續正面發展。他預期，中國及亞

洲其他地區今年出口情況，或不及往年
般有數十個百分比的增長，但預期仍有
低雙位數字的增長。他又透露，現時美
國仍是集團最大的市場，佔業務比重達
60%；歐洲及中國及亞洲地局則或佔
20%。

利豐剛於今年 3 月配股集資 5 億美
元。馮國綸表示，集團現時資金充足，
足夠今年收購之用。他續稱，未來的收
購目標主要集中在亞洲，希望透過收購
加快於該區建立市場；美國經濟持續復
蘇，亦可考慮於當地收購；但歐洲經濟
仍不明朗，故仍然要再觀望。

馮國經改任榮譽主席
集團前主席馮國經早已預告，將於

昨日的股東大會後，正式退任主席一職
，並改由馮國綸接任。昨日的股東會上
，一眾小股東以熱烈的掌聲，歡送馮國
經。他退任主席後，將改任非執行董事
，並擔任榮譽主席，並將留任集團風險
管理及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主席。此外，
集團亦宣布委任馮國經兒子及馮國綸侄
兒馮裕鈞為集團營運總監。

銅鑼灣 「大地主」希慎興業（00014）近期連番
出現人事變動，出任行政總裁僅兩年的嚴磊輝，昨日
隨着股東會結束而正式辭任，取而代之的，是曾經從
事分析員、剛於今年3月成為希慎非執行副主席的劉
少全。

現年54歲的劉少全，早在1999年擔任希慎財務
部代理主管，亦曾為麥肯錫管理顧問、摩根士丹利亞
洲的消費者市場分析員，以及法國奢侈產品的品牌經
理。資料顯示，劉少全將收取副主席及行政總裁的基
本薪金，每年約為534萬元，較主席利蘊蓮每年收取

約493萬為多。
一直以發展物業投資的希慎，被小股東批評不務

正業，抽走部分資金投資股票。被問到如何回應小股
東的訴求，劉少全回應說，個人曾擔任商業顧問，
負責制訂國際研究工作，相信這有助未來的策略發
展。

利蘊蓮補充說，雖然劉少全具有豐富的投資經驗
，但並不代表集團放棄核心業，又大派 「定心丸」，
強調自從 1999 年後，集團已沒有再增加證券的投資
組合。

劉少全任CEO年薪534萬

新電信首3季虧轉盈
多隻創業板股份公布截至3月底止9個月業績

，中國新電信（08167）虧轉盈，錄得股東應佔溢
利 128.6 萬元，每股盈利 0.06 仙，不派中期息；
2011年同期則錄得虧損300.9萬元，每股虧損0.22
仙。不過，中國 3D 數碼（08078）錄得股東應佔
虧損906.5萬元，每股虧損2.46仙，不派中期息；
2011年同期為虧損2680.9萬元，每股虧損12.44仙
。康佰控股（08190）錄得股東應佔虧損2183.8萬
元（人民幣，下同），每股虧損 0.68 分，不派中
期息。

創業板股首季多轉盈
多家創業板公司截至3月底首季實現虧轉盈，

其中，薈萃國際（08041）實現股東應佔溢利 571
萬元，每股盈利0.184仙，不派中期息；2011年同
期錄得虧損 2.58 億元，每股虧損 12.666 仙。中國
數碼版權（08175）股東應佔溢利80.2萬元，每股
盈利 0.04 仙，不派中期息；2011 年同期錄得虧損
193.7 萬元，每股虧損 0.09 仙。汽車內飾（08321
）股東應佔溢利 43.4 萬元（人民幣，下同），每
股盈利0.18分，不派中期息；而2011年同期則錄
得虧損142.6萬元，每股虧損0.71分。

卓施金網等首季續虧損
多家創業板公司首季繼續虧損，其中卓施金

網（08063）錄得股東應佔虧損 524.6 萬元，每股
虧損4.199仙，不派中期息；而2011年同期則錄得
虧損 463.5 萬元，每股虧損 3.868 仙。新濠環彩
（08198）股東應佔虧損 3516.4 萬元，每股虧損
6.99 仙，不派中期息；而 2011 年同期亦錄得虧損
3220.7 萬元，每股虧損 6.4 仙。中國基建港口
（08233）股東應佔虧損118.4 萬元，每股虧損0.1
仙，不派中期息；而2011年同期亦錄得虧損373.9
萬元，每股虧損0.32仙。

▲馮國綸（左）表示，集團現時資金充足，足夠今年收購之用。
旁為利豐總裁樂裕民 本報攝

中國人壽（02628）昨公布，今年 1 至 4 月的累計
原保險保費收入約 1330 億元（人民幣，下同），較
2011年同期錄得的1454億元，減少124億元或8.53%。

■神華產量上月增近13%

▶希慎委任劉
少全為副主席
兼行政總裁

本報記者
林良堅攝

▲利蘊蓮首次以希慎主席身份，出席股東大會
本報記者 林良堅攝

▲惠譽預計，香港的財政及貨幣政策不會改變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