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海外：最壞時刻未過

王曉初轟對手急進 籲理智維護市場

中電信：不大規模減價
內地電訊業掀起連串的價格戰，繼聯通

（00762）推出20元（人民幣，下同）3G
卡，中電信（00728）部分省公司推出 「震
撼價」 7元的3G卡，套餐資費平盡全國。中
電信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王曉初表示，已
「盡量」 避免打價格戰，認為太過急進只會
造成負面效果，又批評競爭對手不夠腳踏實
地。他強調中電信只會在個別農村地區推出
體驗優惠，不容許大規模的減價行動。

本報記者 李潔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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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電信連續第二年在《金融亞洲（Finance Asia）》雜誌獲投資者評選為 「亞洲最佳管理公司第一名」
。同時，中電信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王曉初（左）獲選為 「中國最佳首席執行官」 ；公司副總裁兼財務總
監吳安迪（右）則獲選為 「中國最佳財務總監」 。

中國金融投資管理（00605）行政總裁羅銳於股東
會後表示，隨着世界經濟復蘇微弱及中國國內貨幣政
策繼續緊縮，中國經濟增長預期將會放緩。流動資金
緊絀將會導致中國中小企對貸款融資服務之需求不斷
擴大，集團今年計劃將貸款組合的規模增加至15 億人
民幣，至 2014 年 70 至 100 億人民幣，使集團成為環渤海
地區為中小企提供綜合融資服務之首選服務供應商。

羅銳稱，展望 2012 年，集團計劃自不同銀行最少

再獲得3億元人民幣信貸額，並細化貸款及融資結構以
及資金分布，加大專業市場及專項渠道開發及建設。
集團亦將提倡合理資金分配與風險分散原則，並就有
關授予個別客戶之貸款抵押規模、年期及比例之風險
管理提供更明確清晰的指引。集團計劃在北京設立一
家從事小額貸款業務的外資合營企業。集團去年的平
均貸款年利率為27%，周期為5個月，壞帳損失比率為
零。

金融投資：貸款規模增至15億 ■中信泰富否認澳礦剋扣工資
有報道指出，澳洲磁鐵礦項目涉嫌剋扣工資遭調

查，中信泰富（00267）發言人澄清，高度重視並嚴格
遵守澳洲當地的相關法律和法規，強調向所有員工支
付的薪金，均符合澳洲政府對當地僱主的要求。

外電報道，澳洲移民局於兩星期前，已開始調查
項目聘用的中國員工是否違法半價支薪，令待遇遠較
澳洲員工差，有指當地工作的中國員工年薪約7至8萬
美元，僅及澳洲員工15萬美元的年薪一半。

中國海外發展（00688）主席孔慶平昨天在股東會
後表示，首四月合約銷售已達全年 40%，有信心可達
至全年目標 800 億元人民幣。能達標已很滿足，暫不
會上調目標。他補充，雖然 5 月份內地房地產行業銷
售表現略有好轉，但內地房地產最壞的情況仍未過去
，預料下半年市場仍然嚴峻。公司昨天收報16.94元，
無升跌。

行業資金持續緊缺
他說，雖然內地有一些房地產宏調政策出台，但

力度仍然不足，整個市場仍很嚴峻，有很大的挑戰。

由於國家投入資金到基建、服務業及汽車行業等，而
不是流向房地產業，故他預計下半年行業資金短缺仍
然繼續。他強調要做好公司本分，優化產品。

被問及上海長風地王項目是否蝕賣，他指公司一
直採取低開高走政策，有信心可達其投資目的，強調
公司不做蝕本生意及沒有後悔當初買下該地塊。

5月份中國商品住宅市場進入傳統銷售旺季，全國
樓市均出現不同程度回暖；其中北京市新房、二手房
的成交量均創出年內新高。

《上海證券報》報道，全國54個典型城市本月累
計成交量創2011年初新一輪調控以來的月度新高。報

道又指，樓市 「紅五月」基本敲定，但限購等調控政
策執行力度仍很大，加上住宅庫存依然偏大，樓市不
存在大幅反彈的基礎。

上周內房成交續增
中國指數研究院發布報告指，在其監測的40個城

市，上周成交繼續增加，25個城市成交同比上升，其
中 10 個升幅逾 50%，以蘇州漲幅最大，達 2.4 倍。10
個重點城市中，僅廣州、上海成交同比下跌，其餘均
上漲。

優化版的 「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將於今日正式
推出。按揭證券公司總裁劉怡翔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
表示，新計劃下銀行的擔保成數由三成降至兩成，由
於銀行承擔的風險下降，預期息率有下調空間。他透
露，自去年初推出計劃至今，已經批出 9 億元貸款，
息率平均為5.3厘，加上擔保費約1.6%，合計的息率仍
較市場上的貸款條件優厚。

壞帳率可以控制
至於壞帳方面，劉怡翔表示，由於過往平均借貸

年期約 4 年半，暫時未見壞帳情況，但拖欠還款情況

有出現，會密切留意。但他相信，貸款年期較長，可
供中小企渡過難關，故壞帳率可以控制。

劉怡翔透露，參加計劃的銀行增加一間至25間。
而各銀行為迎接優化版的 「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的
推出，紛紛推出優惠。中銀香港（02388）宣布，由即
日起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凡成功申請的工商客戶，
可獲3個月的擔保費補貼，最高可達2萬。

恒生200個案已審核
恒生銀行（00011）企業及商業銀行業務總監林燕

勝表示，有見客戶對計劃的優惠措施反應理想，該行

特提早為有興趣參與計劃的客戶作出安排及初步審核
其信貸狀況。截至現時為止，超過1000名恒生客戶已
表達有意申請 「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當中約 200
宗個案已完成初步信貸審核。滙豐亦宣布，為配合有
關計劃，該行將向成功申請貸款的工商客戶提供最多
三個月的擔保費資助。

永隆銀行商業銀行部主管譚兆文表示，據了解客
戶對新計劃表示歡迎，認為有助延續過往在特別信貸
保證計劃（SPGS）下即將到期的貸款結欠。他續稱，
若客戶申請 「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計劃，有關息率
方面，該行主要視乎客戶背景，按不同個案處理，一
般來說最高的息率優惠可達0.5%。渣打香港亦宣布，
由即日起至2012年9月30日，客戶可獲享批核指定貸
款額的0.2%現金回贈，最高可達1.8萬元。

按揭證券：息率有下調空間

港交所（00388）昨日表示，根據該所及彭博的統
計資料顯示，今年在香港證券市場上市的離岸人民幣債
券，無論在數目及集資金額均超越其他交易所。

港交所還透露，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至今，共有 12
隻離岸人民幣債券在香港新上市，集資額為118億元人
民幣，無論在上市數目及集資金額均較其他交易所為多
。現時，共有23隻人民幣債券在香港上市。

該所續稱，香港上市發行人只要符合所有規定及所
有文件齊備妥當，其債券上市申請可於 24 小時內獲批
核。而上市費屬區內最低之一（上市費介乎7000元至9
萬元，視乎發售規模及年期）。就人民幣債券而言，香
港的離岸人民幣存款高踞全球，有利人民幣債券發行。

星展銀行經濟研究部助理總裁及經濟師周洪禮表示
，人民幣點心債孳息率已升至高位，反映離岸人債的需
求不再由人民幣升值預期主導。他表示，若希臘通過緊
縮政策，金融市場有望回穩，點心債價格或回升，發行
量亦有望達到市場原來預期的 4000 億元，目前約為
3000億元水平。

他又指，由於人民幣升值預期放緩，本港人幣存款
有放緩跡象，料年底本港人民幣存款介乎 6000 億至
7000億元。他又認為，銀行取消2萬元的個人每日兌換
人民幣限額有助促進離岸人幣流通性，本港已具備取消
限額之條件，但難以估計何時落實。

港上市人債量額冠全球

經再三推延後，新奧能源（02688）昨日終於趕及
限期向股東發出通函，尋求股東支持收購中燃氣
（00384）。儘管包括北控集團等投資者以高價購入中
燃氣股份，但新奧依舊建議以每股3.5元收購中燃氣，
並維持與中石化（00386）在收購中的比例，即新奧佔
55%，中石化佔45%。

新奧指出，以中燃氣現有發行股份43.83億股，及
要約人等持有中燃氣2.1億股。按此計算，涉及收購價
約146億元；若中燃氣全部期權悉數被行使，涉及款項
約166.57億元。新奧將於7月6日舉行股東特別大會，
尋求小股東支持以最多91.84億元，收購中燃氣。除要
獲得股東批准，新奧表示，仍要向國家商務部聯合提交
反壟斷審查申請，獲批准後，今次交易方能成事。

新奧擬購中燃氣及時發通函

謝瑞麟（00417）
昨日公布截至2月底全
年業績，營業額按年上
升 33.4%至 33.6 億元，
但股東應佔溢利下跌
7.8%至 1.6 億元，主要
是由於因稅務爭議作出
的 4660 萬元超額回撥
，撇除該因素的話，股
東應佔溢利實際為按年
上升 25.3%。不過，公
司股價受壓，昨日跌
3.3%，收市報5.61元。

隨着經濟放緩，零
售市場顯得沉寂，主席
謝邱安儀昨日於業績會
亦坦言，公司今年1月
開始同店銷售情況明顯
放緩，直至 3 月及 4 月
放緩情況才穩定，她估計，下半年銷售將會好轉，原
因是10月黃金周將刺激銷售。

她指出，去年內地及港澳的銷售增長分別為
14.4%及 49.1%，同店銷售增長則分別為單位數及雙
位數。她估計，今年銷售仍會錄得增長，惟增速估
計不及去年。毛利率方面，由51%下跌至48%，她解
釋，主要是因為毛利率較低的足金產品銷售比重上
升，公司今年將檢討產品銷售分布。

該公司計劃新一年在內地增設10間分店，較去
年的26間大幅減少，謝氏表示，公司着重優化網絡
，並未追求數量的增加。財務董事黎子武表示，預
計全年資本開支為5000萬元。

謝瑞麟賺1.6億跌7%

農業銀行（01288）發出公告，確認副行長兼執行
董事楊琨目前正在協助有關部門調查。農行稱，根據董
事會知悉的資料，該行的業務、營運及財務狀況不受影
響。公司將跟進該事件進展，如有情況將發布進一步公
告。這將是國有銀行股改上市後，被調查級別最高的銀
行高層管理人員。

內地媒體報道，楊琨早在上周已被中紀委帶走協助
調查，有指是涉及一宗北京房地產企業家的賭博事件。
該地產公司與農行的淵源可以追溯到 2004 年，當時楊
琨剛被委任為副行長，長期分管前台業務，主管房地產
信貸。知情人士指出，楊琨大約三周前已經被邊境控制
，他一位親屬近期亦被帶走接受調查。

事發前，楊琨是農行排名第一的副行長。認識楊琨
的人表示，他談吐不俗，為人活躍，可能長期活躍在銀
行前台業務，故受到的誘惑也不小。據農行 2011 年報
顯示，楊琨去年領取薪酬約91萬元人民幣。

安永昨日發出報告表示，隨着中國經濟放緩，利率
市場化改革的推進，及資本約束機制的加強，銀行業的
高速增長將無法持續。安永指出，中國銀行業要維持利
潤增長，需要轉變發展方式、推進業務轉型，如擴大非
利息收入的比重，以減少對資本的依賴。

根據安永的報告，去年內地 17 家上市銀行盈利繼

續保持增長，淨利潤合計 8867 億元人民幣，增幅為
29%。因為受到資產規模增速減緩影響，增幅相對2010
年有4個百分點下跌。今年首季內地上市銀行的利潤增
長降至13%，安永大中華區銀行及資本市場主管合夥人
蔡鑒昌指出，以銀行業的周期來看，若首季表現差，全
年便難有好表現，估計銀行業今年的業務較去年差的可
能性較大。

他認為，受制於資產規模擴張，銀行應改變傳統的
依靠貸款推動收入，宜加大手續費及佣金淨收入的拉動
，惟具體增至何等水平要視乎不同銀行的業務需要。該
17 家銀行去年的手續費及佣金淨收入對營業收入的比
重為18%。

此外，他指出，傳統貸款業務會鎖死資本，從而造
成銀行的資金壓力。因此，他認為，銀行真正的集資壓
力來源於業務的發展，而非監管要求的加強。雖然《巴
塞爾協定Ⅲ》將於明年實施，不過他指出，巴Ⅲ的實施
未必是銀行最大的集資壓力原因，傳統的貸款業務對資
金的需求更大。

王曉初昨日出席股東會後表示，內地三家電訊公
司的一把手，應要理智維護市場。 「像植被一樣，今
年收入好，但把今後的土地變得貧瘠，沒有水了，就
得把所有樹木砍伐。」他認為，價格競爭是重要的一
環，亦並非唯一手段，強調只會在個別農村地推出體
驗優惠，不容許大規模的減價行動。

洛陽分公司3G月費7元
不過，為迎戰聯通的 「低3G門檻」的安排，中電

信在河南洛陽分公司，推出月費低至7元的3G套餐，
包括100M數據流量，語音資費每分鐘0.1元，與聯通
相若。王曉初直言，競爭對手在局部地區的價格較
「Aggressive（進取）」，中電信不會挑起惡性的價格

戰。
他續說，今年全年 3G 上客目標為 3600 萬戶，按

照1至4月的複合增數計算，全年已可達標，直言太進
取只會落得負面的結果，又反問 「真正玩3G的人，能
玩多少（數據）內容？」他批評，營運商應要面對現
實、腳踏實地，滿足消費者的需求，不要再在價格上
動腦筋。

中電信今年 4 月成功引入蘋果 iPhone 銷售權，市
場緊盯iPhone帶來的上客效果。王曉初形容，中電信
是一家 「綜合水果店」，蘋果（iPhone）只是其中一
種水果，消費者胃口眾多，總之各有喜好。

雖然中電信獲得iPhone銷售權，但市場一直擔心
出現 「賣一部、蝕一部」的情況，中電信管理層亦曾
不諱言，說明銷售iPhone短期會令盈利受壓。王曉初
解釋，中電信與國際電訊公司的入帳方式有別，集團

的手機補貼通過一次性入帳，他認為這只是 「財務遊
戲」，市場不必對iPhone銷售造成的手機補貼而出現
恐慌。

王曉初提到，旗下移動服務數據收入佔比持續上
升，估計今年年底，數據收入佔移動收入比例會超過
話音，全年計，兩者將各佔50%比重。

被問到中移動（00941）認為現在是取消 「不對稱
監管」的時候，王曉初回應說，維持現狀是最好的，
因為開放寬帶市場將有一定影響。他續說，按照國際
對 「壟斷」的定義，即三個電訊營運商中，其中一個

市佔率超過 42%，中移動市佔率已超過 50%，仍然處
於行業壟斷地位，惟強調中電信已作好準備，無懼任
何競爭。

年內向母公司購C網
另外，中電信計劃在今年底前，向母公司收購

CDMA網絡資產（簡稱C網），以節省每年的租賃支
出，有關資產帳面值約為1100億元。王曉初重申，正
為相關資產進行估值，強調已衡量收購時間對中電信
明年盈利最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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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忠旺（01333）公布，與太原重工簽訂設備購
買協定，集團以總代價 7.07 億元人民幣，透過太原重
工訂購兩台核心組件自德國進口的225MN單動臥式鋁
擠壓機成套設備，225MN鋁擠壓機是目前業界全球最
大最先進的此類擠壓機。

■忠旺7億購擠壓機設備

外電引述銀行界消息人士指出，和黃（00013）有
意籌組 105 億瑞典克朗（約 114 億港元）3 年期貸款，
用於瑞典附屬公司Hi3G Access AB的再融資。另外
，銷售文件顯示，和黃計劃發行歐元債券，分為5年及
10 年期兩部分，由巴克萊、德意志銀行及摩根大通擔
任聯合帳簿行。

■傳和黃籌貸114億及發歐債

城市電訊（01137）宣布，私募基金 CVC Capital
Partners完成收購香港寬頻網絡及國際長途電話IDD業
務。完成收購協議後，行政總裁楊主光及財務總裁黎汝
傑，將分別辭任有關職務，二人亦於同日不再擔任執行
委員會成員。

城電委任杜惠冰為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黃雅麗為
執董兼財務總裁，同日生效。

■城市電訊委任新行政總裁

交銀拓投資移民服務
交銀香港與景鴻環球加強投資移民業務的合作，通

過該行旗下沃德財富私人銀行與景鴻內地全線分行相互
轉介客戶，全面拓展集移民諮詢及財富管理於一身的投
資移民服務。

景鴻環球集團董事長關景鴻預計，倘若實施雙非孕
婦 「零」配額政策，估計今年申請投資移民香港的數目
，將按年增長一成至3800宗。他又指，香港的1000萬
元投資移民門檻，與全球比較屬於偏高，而新加坡及英
國分別折合約1500萬及1250萬港元，但香港投資移民
全球排名第二，僅次於加拿大，而美國亦僅第三位。

關景鴻指出，投資移民計劃為香港創造更多財富，
以去年已批3384宗申請，已帶來338.4億元資金。更重
要的是，申請家庭在銀行開帳戶，投入的資金比 1000
萬門檻為多，公司統計顯示申請投資移民的家庭，總資
產平均不少於1億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