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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公：本地流動性充裕

港人幣存款五個月首升
本港人民幣存款連跌5個月後，終於在

5月份錄得年內首次上升。根據金管局公布
數據，5月份在整體外幣存款總額下跌2.5%
情況下，本港人民幣存款仍微升0.3%，至
5539億元人民幣。銀行公會主席馮婉眉表
示，除了人民幣存款外，存款證、債券等均
反映本港人民幣資金池，本港人民幣流動性
充裕，相信本港的離岸人民幣業務會繼續開
放。

本報記者 盧燕琴

■李嘉誠增持中聚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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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監管當局委員會表示，就和黃（00013）旗下
3奧地利建議向法國電訊收購奧地利Orange的交易，展
開深入的反壟斷調查。根據初步市場調查，有關收購
或存在明顯的競爭問題，委員會將於90日內就收購建
議作最後決定。

外電引述歐盟反競爭委員會的一份聲明指，有關
收購建議或對市場競爭產生重大問題。反競爭委員會
專員 Joaquin Almunia 表示，3 奧地利及奧地利 Orange
的合併，將會令奧地利流動電訊營運商數目由4間減至

3間，故必須確保有關合併不會導致消費者要支付更高
價格。

和黃發言人回應本報查詢時表示，3奧地利已適時
與歐盟監管局緊密合作。

發言人強調，有關交易過程複雜，涉及多個方面
，又指完成收購後將使3奧地利更具競爭力，集團對有
關收購獲得批准充滿信心。

和黃昨日股價強勢，大盤早段炒高逾 3%，高見
67.05元，收報66.5元，升幅達2.3%。

歐盟調查和黃購奧Orange

被 Citron 狙擊後，恒大地產（03333）主席許家印
繼續以行動反擊。根據聯交所股權資料，主席許家印
於6月27日及28日，再合共入市增持1520萬股，支持
股價，涉資達 6079.52 萬元，持好倉由 67.79%升至
67.89%。

許家印於6月27日入市增持260萬股，每股平均價
4.066 元，涉 1057.16 萬元，28 日按每股 3.986 元增持
1260萬股，涉5022.36萬元。

標普調低評級至負面
不過許家印回購行動未解除大行憂慮。評級機構

標準普爾宣布，將恒大評級展望由 「穩定」調整為
「負面」；反映受Citron Research發表的報告，指控

其可能涉欺詐後，將影響恒大地產或面臨更嚴峻的再
融資環境；並認為若該公司繼續大量投資非核心業務
，並追求高增長戰略，標普對其公司管治的評估可能
惡化。

標普認為，有關非核心業務與房地產開發的協同
效應有限，且利潤率不確定。根據該公司提供的數據
，2012 年其對體育和娛樂行業的總投資規模可能增加
至8億元人民幣（上一年為4.5億元人民幣），虧損約
為2億元人民幣。

許家印繼續增持恒大

立法會昨日三讀辯論通過《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
草案》，地產建設商會執委會主席梁志堅相信，草案通
過對本港樓市影響不大。他指出，商會一向同意立法，
可減少灰色地帶的存在，並統一地產商處理銷售的方法
，相信業界亦會遵守法例。

被問及會否擔心新政府上場後樓價下跌，他認為，
房屋市場最重要是供求平衡，但難於實踐，他相信，新
政府需要 「加把勁」，並有能力做好相關評估及政策制
定，預期新政府不會令樓市大上大落。他又指出，即使
政府增加土地供應，影響最快亦只會在三年後才出現。

他相信，新上任的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未來
會跟着政策做事，並會與政府商量，故不擔心他上任後
會特別利好或利淡樓市。

對於本港樓價現已高於 97 年水平，梁志堅直言，
本港過去 15 年來除樓價外，工資及地價等成本亦上漲
，發展商亦僅 「貴有貴賣」，不認同樓價過高及推得過
急之說。

地產商會同意銷售立法金管局公布的統計數據顯示，2012 年 5 月份認可
機構的存款總額減少1.9%。由於活期、儲蓄及定期存
款同告收縮，港元存款於月內減少 1.2%。5 月份外幣
存款總額下跌2.5%，但人民幣存款則微升0.3%，至月
底的5539億元（人民幣，下同）。另外，跨境貿易結
算的人民幣匯款總額於5月份為2234億元，較上月的
1771億元增加26%。

銀行人幣存息最高3%
東方匯理認為，本港人民幣存款回升，主要是由

於本港銀行最近提供了最高可達3%的人民幣存款利率
。其他市場分析則指出，隨着人民幣業務進一步發展
，資金出路增多，加大投資者持有人民幣的吸引力。

馮婉眉昨日於銀公例會後表示，人民幣存款回升
，跨境貿易結算的人民幣匯款總額大幅回升。她認為
，本港人民幣資金仍然充裕。她稱，財政部來港發行
國債，充分體現中央將本港作為離岸人民幣中心的意
願和決心，加上財政部首次以香港作平台，吸引外國
央行投資中國國債，對人民幣業務起重大作用，亦對
人民幣國際化有標誌性作用。

至於市傳中央或會提高個人人民幣每日兌換上限
，馮婉眉表示，已向監管當局反映，而本港作為離岸
人民幣中心會持續開放，惟細則仍未落實，冀短期有
所進展。

馮婉眉：前海與港互補
馮婉眉又表示，業界關注前海發展計劃之中的資

本項目放寬的問題，惟目前細則仍未落實。她對多項
「送大禮」措施表示歡迎，並認為有助兩地人民幣流

通，而前海區計劃作為試點，予人民幣自由兌換，這
有着標誌性意義，在多項措施出台後，人民幣國際化

將會加快，亦可鞏固香港離岸人民幣中心地位。
她不擔心前海區與香港構成競爭，因為兩地可起

互補作用，亦為本港提供較大發展空間，內地企業可
以香港作為平台走出去；而香港應抓緊珠三角的機遇
，透過本港人才深化兩地合作。

另外，金管局昨日還公布，5月份貸款與墊款總額
增加0.3%。在香港使用的貸款變動不大，在香港境外
使用的貸款則增加1.1%。由於港元貸款的變動不大而
存款減少，港元貸存比率由4月底的82.4%，上升至5
月底的83.5%。

截至5月底，外匯基金的總資產為25050億港元，
較2012年4月底減少833億港元，外幣資產減少274億
港元及港元資產減少559億港元。

金管局指出，外幣資產減少，主要是因為外幣投
資的估值虧損及負債證明書減少。港元資產減少，主
要是因為獲認購而未交收的外匯基金票據及債券減少
及港股的估值虧損。

貨幣發行局帳目顯示，2012 年 5 月底的貨幣基礎
為 10816 億港元，較 2012 年 4 月底減少 56 億港元，減
幅為0.5%。貨幣基礎減少，主要是由於負債證明書減
少。

2012 年 5 月底的支持資產減少 15 億港元至 11803
億港元，減幅為0.1%。支持資產減少，主要是由於贖
回負債證明書，但有關減幅因錄得重估收益及來自投
資的利息而被部分抵銷。因此，支持比率由 2012 年 4
月底的108.70%，上升至2012年5月底的109.12%。

9隻新股昨日同時招股，可是孖展反應冷淡。以孖
展計，不僅全部未有足額，而且有3支錄得零孖展。中
國有色礦業（01258）昨首日掛牌，全日收報 2.2 元，
與招股價相同，不計手續費每手錄得平收。另外，市
場消息指出，前日截飛的中鋁國際工程（02068）擬以
下限3.93元定價。

海天水電（08261）宣布，以配售形式於創業板上
市，擬配售 2.5 億股，每股配售價介乎 0.3 至 0.32 元，
集資最多8000萬元。每手10000股，預計7月6日掛牌
，保薦人豐盛融資。所得款項約75.6%用於可能進行的
水電站收購；約23.6%用於改善現有水電站的技術及設
備；約 0.5%用於改善新收購水電站的技術及設備；約
0.3%用於強化安全管理。

筆克遠東（00752）昨公布截至4月
底止中期業績，期內純利增長 13.2%至
9290.3 萬元，每股盈利 7.66 仙，中期息
維持派4仙。營業額18.07億元，按年提
高29.59%；毛利增5.09%至4.73億元。

該公司主席謝松發表示，由於倫敦
奧運項目及韓國世博項目尚未入帳，但
相關成本已反映在上半財年帳目，從而
拖低公司上半年表現；他預計下半年待
項目入帳後，毛利率將可回復 30%以上
的正常水平。公司昨天收報1.89 元，下
跌0.526%。

展望未來，該公司稱，中國及亞洲
之業務仍為下半年的主要之增長動力。
今年下半年，公司將陸續完成之項目包
括麗水世博、倫敦奧運、一級方程式新
加坡格蘭披治大獎賽、新加坡國慶、新
加坡陸軍開放日、香港國際藝術展，並
參與安利、彭博、百色、高盛、等新客
戶或現有客戶的其他多個活動。

在本財政年度下半年完成之其他主
題及室內裝修工程包括：阿布扎比之鋁

巴哈爾銀行和議會大樓、香港民航處遊客中心、大
慶石油館、沙迦文化博物館及武漢花山生態城會展
中心。與此同時，筆克已開展有關體育及大型盛事
之營銷推廣工作，如明年天津東亞運動會、2014年
韓國仁川亞運，以及2015年米蘭世博及ITMA展。

據聯交所股權資料，李嘉誠申報，於6月22日增持
中聚電池（00729）1 億股，持好倉由 5.45%升至 6.36%
，但並無披露作價。

現代美容（00919）早於今年4月10日發盈喜，但
日前公布的業績卻差強人意，被質疑是 「假盈喜」，
拖累單日挫逾兩成，成為當日跌幅最大的股份。公司
昨日就溢利數據進一步解釋，指公布正面盈利預告乃
以收購前溢利為計算基礎，純利確由4390萬元大幅增
至8220萬元。

昨日股價一度反彈逾2%，惟收市並無升跌，成交
67.13萬元。

公司昨日發聲明指出，誠如正面盈利預告公布所

述，於截至2012年3月31日止年度，集團之溢利預期
將較過往年度大幅增加，即溢利由 2011 年財政年
度之 4390 萬元大幅增至 2012 年財政年度之 8220 萬
元。

根據年度業績公布，當中載述溢利由2011年財政
年度約8920萬元減少至2012年財政年度約8220萬元，
而2011年財政年度之溢利數據8920萬元乃於收購聖娜
管理之全部權益後，根據會計指引第 5 號 「共同控制
合併之合併會計法」完整重列之數據。

港府於去年 2 月的財政預算案中，宣布研究小型
貸款的可能性。按揭證券公司昨日正式推出有關計劃
，獲6家銀行及5間非政府機構參與，但參與出資的僅
交銀香港及永隆銀行。有指計劃回報不高且風險大，
令銀行卻步。但按揭證券公司執行董事彭醒棠表示，
參考外國經驗，希望計劃的壞帳比率可控制於5%之內

，而拖欠還款的罰息為月息1厘。

僅交銀永隆參與出資
彭醒棠昨日於記者會上表示，現時有 6 間銀行參

與已十分足夠，但若有其他銀行其後希望加入，公司
亦十分歡迎。對於只有兩家銀行參與出資，他認為，

個別銀行決定是否參與出資時有很多考慮，如計劃是
否符合銀行本身的貸款政策，或需要更多時間考慮才
決定是否參與出資等。現時參與出資的交銀香港及永
隆，將會與按揭公司以各自出資50%的形式參與。

他又指出，香港的無抵押私人貸款利率不低，大
都約 10 厘或以上，故認為現時計劃收取 8 至 9 厘的年
利率屬合理水平。他解釋，希望申請人未來可過渡至
商業貸款，故利率亦不能訂得過低，以免申請人未能
過渡。他續稱，申請者完成所有初步評估及所需培訓
，並通過評審小組面試後，可望於兩至三個星期內獲
批貸款，而公司將於半年後檢討成效。

計劃自負盈虧試驗三年
參與計劃的 6 家銀行中，交銀香港、永隆銀行及

東亞銀行（00023）即日起接受小型貸款計劃的申請。
中銀香港（02388）、南洋商業銀行及花旗銀行則於今
年稍後在完成其內部系統及操作安排的調整後開始接
受申請。5間非政府機構則為香港青年協會、香港善導
會、香港基督教青年會、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及香港
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出席小型貸款計劃啟動典禮時
表示，計劃將以自負盈虧的原則營運，試驗期三年，
暫定的總貸款額上限為 1 億元。小型貸款計劃會提供
三類貸款，包括 「小型創業貸款」、 「自僱營商貸款
」和 「自我提升貸款」，主要貸款對象為創業人士、
自僱人士及想接受培訓、提高技能或考取專業資格以
達到自我提升的人士。三類貸款的貸款上限分別為30
萬、20萬和10萬元，最長還款期為5年。一般的貸款
年利率不高於 9%，如有第三方擔保則不高於 8%。借
款人最多可享有12個月延期還款。

▲根據金管局公布數據，5月份在整體外幣存款總額下跌2.5%情況下，本港人民幣存款仍微升0.3%，至
5539億元人民幣。小圖為銀行公會主席馮婉眉

▲小型貸款計劃啟動儀式昨日舉行，曾俊華（前排左三）出席了啟動典禮 本報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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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美容澄清假盈喜

9新股招發售全未足額

■奧瑪仕全年純利跌71%
擁有澳門希臘神話娛樂場股權的奧瑪仕（00959）

，公布截至3月底止全年業績，股東應佔溢利為1.6億
元，按年急跌 71%，主要因集團所佔希臘神話股權由
49.9%攤薄至 24.8%，每股基本盈利降至 3.91 仙，董事
會建議不派末期息。

■新濠獲兩基金增持
據聯交所股權資料，新濠國際（00200）於 6 月 25

日獲兩基金增持，Southeastern Asset Management 按每
股平均 6.19 元增持 92.3 萬股，持好倉由 7.94%升至
8.01%；Longleaf Partners International Fund 則以每股
平均6.178元增持74.1萬股，持好倉由4.87% 升至5%須
予披露水平。

■景福全年利潤增長4%
景福集團（00280）公布截至 3 月底止全年業績，

期內收入13.53億元，按年上升7%，股東應佔溢利3625
萬元，增長 4.7%。每股盈利 8.3 仙，擬派發末期息 0.7
仙，按年減少12%。景福去年來自黃金珠寶、鐘表零售
業務收入微升4%，至12.5億元；證券經紀業務佣金收
入則減少36%，至393萬元。

■雅天妮虧損縮至1.43億
服飾供應商雅天妮（00789）公布，截至 3 月底止

全年虧損略為收窄，股東應佔虧損達 1.43 億港元，每
股基本虧損0.116元，董事會建議不派息。期內，營業
額錄得3.23億元，按年減少10.9%，毛利率由40%急跌
至22.8%。其中，港澳業務經營虧損改善至約1670萬元
，中國業務虧損亦降至6200萬元。

■寶龍延遲收購母物業
寶龍地產（01238）早前宣布，從母公司集團收購

明發中心零售建築面積合共58265平方米的物業，收購
代價為6億元人民幣。但寶龍地產昨日表示，由於母公
司集團及明發中心共同開發夥伴，仍在就相關物業商議
及確定有關過戶文件，故不能在 2012 年 6 月 30 日前辦
妥相關物業的有關交付手續，現時預期收購將延遲完成
。公司與母公司集團同意將收購完成期，限延至 2012
年12月31日或之前。

體育用品股寒冬未過，今年仍要面對清理庫存的壓
力，匹克體育（01968）昨日發出盈利預警，預期截至
6月底止上半年，及2012年全年未經審核綜合淨利潤，
將較去年同期顯著減少。董事會解釋，主要歸因於今年
業內廣泛的庫存調整，以及疲弱的經濟狀況，對集團體
育用品的需求產生負面影響。

■匹克料盈利顯著下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