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渣打稱人民幣存息或下跌

經銷商逼宮成功 唯復牌仍無期

吳長江或重掌雷士照明
雷士照明（02222）昨日發通告承認

經銷商 「逼宮」 ，暗示原董事長兼首席執
行官吳長江有機會重掌雷士，令連日來的
內耗及管治權之爭峰迴路轉。但其後卻
「擺烏龍」 ，午休時，公司曾通告稱申請
下午復牌，但其後聯交所通告又顯示雷士
「繼續停牌」 ，公司需要補充資料，復牌
之事仍無期。

本報記者 劉靜遠

簡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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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重汽料盈利大跌
中國重汽（03808）發盈警，預期上半年溢利將按

年大幅下降，主要由於內地宏觀經濟調控政策的緊縮
，及經濟增長、固定資產投資增長放緩，令到重型卡
車需求下降，導致銷量顯著減少。重汽昨日收報 4.16
元，跌1.6%。

中國東方集團（00581）發盈警，預期上半年淨利
潤將顯著減少，主要原因為內地鋼鐵行業產能持續過剩
，導致產品價格向下；鐵礦石的價格仍處於高位；及環
球經濟有較顯著放緩趨勢。中國東方昨日收報 1.88 元
，跌3%。

■中國東方集團發盈警

泰豐國際（00724）昨日發出盈警，預期中期業績
繼續錄得營運虧損，電子產品方面，主因為中國及歐洲
市場需求下跌；而物流服務亦錄得虧損，主要因安哥拉
項目的海運服務停頓，中信物流持續產生虧損所致。

■泰豐預期營運續虧損

華能新能源（00958）發盈警，預計上半年純利按
年下跌超過 50%，受消息拖累，公司股價急挫 13.79%
至1元，創歷史新低。值得注意的是，德銀7月初才發
表研究報告唱好華能新能源，建議投資者 「買入」，
而新加坡政府投資（GIC）又於本周二大手入市增持
華能新能源；散戶若跟 「名牌」入市，便要與GIC一
齊坐艇。

德銀近日發表研究報告稱，華能新能源自去年 6
月上市後，股價已大跌 49%，認為目前估值正處歷史
低位，行業基本面有望轉好，電網接駁亦逐漸改善，
加上股份會受惠銀根放鬆。故首予華能新能源 「買入
」評級，目標價 2 元。此外，根據聯交所資料顯示，
新加坡政府投資於本周二增持華能新能 124 萬股或
0.04%，每股作價 1.285 元，總值 159 萬元，最新持股
量增至6.03%。

不過美銀美林昨即時發報告唱衰該公司，美銀美
林表示，華能新能源發出盈警，估計2012上半年淨盈
利將減少 50%以上，主要原因為某些地區的風力和風
速比去年同期下降，而且核證減排量現貨價格下降。
該行降低華能新能源2012-13年的盈利預測50-18%，

目標價由 2.3 元下調至 1.1 元，大幅劈價達 52%。評級
由買入降至 「跑輸大市」。

華能新能源發盈警，拖累同業股價齊挫，大唐新
能源（01798）收報0.88元，下跌8.333%，曾低見0.86
元，創上市新低。龍源電力（00916）股價亦跌2.429%
，報4.8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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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眾澳門賭業股中，永利澳門
（01128）昨日率先公布第二季業績，股
東應佔溢利為2.2億美元（約17.2億港元
），按年升83%，不過來自娛樂場的經營
收益只有 8.55 億美元（約 66.7 億港元）
，跌 7.5%。高盛認為數據表現勝預期，
惟調低其目標價。

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永利澳門第
二季總經營收益錄得9.1億美元（約71億
港元），同比下跌 7%，主要由於娛樂場
收益減少所致。經調整後的物業EBITDA
為 3.02 億美元（約 23.6 億港元），下跌
3.9%。

高盛發表研究報告引述永利澳門管理
層指，博彩收益增速放慢，路氹金沙城中
心開業亦令市場競爭加劇，集團的應對政
策包括開拓新的賭客來源，向部分次中介
人直接提供貴賓枱及貴賓廳，同時檢討零
售店舖的租戶組合，以提高租金收益。

該行提到，永利澳門EBITDA下跌反
映集團把壞帳期由150天延長至1年，產
生 2100 萬美元（約 1.64 億港元）壞帳回
撥。該行把永利澳門的派息率由35%上調
至70%，惟把目標價由19.4元降至18.8元
，給予 「中性」評級。

永利澳門股價走勢反覆，早段最多升
1.6%至 16.78 元高位，午後一度倒跌至
16.3元，收報16.54，升0.1%。

中國建築（03311）趁股價創新高 「抽水」。該公
司昨早公布，以先舊後新方式配售3億股，每股配售價
為7.57元，配售價較公司日前收市價折讓9.88%；發行
股份佔擴大後股本7.72%，集資額22.3億元，將用作一
般營運資金及資本開支。

該股昨日跌破 10 天線及 20 天線（8.08 元及 7.72 元
），低見7.64元，收市跌8.095%，報7.72元，成交27.2
億元。

在去年尾收緊按揭措施及樓巿交
投放緩的影響下，資助自置房屋（包
括居屋、夾屋及租者置其屋）按揭的
需求大減，今年上半年有關按揭登記
數目僅 4257 宗，按年下跌 37.6%，為
有記錄以來按半年計新低。中原按揭
董事總經理王美鳳昨表示，隨着政府
宣布明年開始增加 5000 個白表人士可
免補地價購買居屋，未來資助自置房
屋的按揭登記數字將會見底回升。

根據土地註冊處資料顯示，今年
上半年本港銀行累積承辦 4257 宗資助
自置房屋按揭登記，較去年同期 6820
宗，減少37.6%，亦較去年下半年4896
宗，減少13.1%，創下有記錄以來按半
年計新低。

中原按揭經紀研究部資料顯示，
2012 年上半年資助自置房屋的按揭登
記中，恒生銀行（00011）巿佔率達
27.1%，連續兩個半年度計高踞榜首。
去 年 上 半 年 排 名 第 一 的 中 銀 香 港
（02388），期內市佔率亦達 25.9%，
排名第二；第三位滙豐銀行期內巿佔
率達 21.1%。首三位的巿佔率均超過
20%，合共巿佔率更高達 74.1%，由此
可見大型銀行在資助自置房屋按揭市
場中，具有壓倒性優勢。渣打銀行及
星展銀行分別以5.5%及4%的市佔率，
分別排名第四及五。

王美鳳指出，目前部分銀行提供
的居屋按揭息率基本上可與私樓看齊
，但因居屋的貸款額往往較細，例如
按揭額少於 200 萬，銀行在定價策略
上未能提供最佳的按揭息率。不過，
新政策有助加快居屋流轉，居屋第二
市場的成交量將會增加，相信銀行會
按情況檢討對策，由於房委可向居屋
第二市場買家提供還款保證，加上為
爭取居屋市場的新客源，料有銀行會
降低對貸款額的要求，針對居屋買家
提供與私樓一樣的優惠按揭息率及回
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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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兆業（01638）公布，擬斥8.14億元（人民幣．
下同）收購大連華灝及大連華普的股權。

佳兆業收購的兩間公司，共同及直接擁有的地皮
，位於遼寧省大連市中山區東港區，佔地面積26609.8
平方米，使用年期40年，指定作商業用途。

現代教育（01082）昨日與深圳市益文圖書達成策
略性合作協議，開拓內地市場，並計劃出版電子書，
為幼稚園及小學學生作教學培訓。主席吳錦倫表示，
希望將來會有10萬所小學選用集團出版的電子書，惟
沒有透露該項目的投入資本，以及電子書的銷售價格
，但表示未來將繼續研發該項目，以兼容各款平板電
腦。公司計劃在香港，以5200名 「現代小學士」作為
電子書的第一試點。

吳錦倫續表示，今次與益文圖書的合作，解決了
現代教育一直希望在深圳辦培訓中心的的牌照問題，
指出中心最快能於九 9 月投入服務；另外，他指現代
教育希望能在3年內，將ACT國際課程推廣至10個城
市。深圳出版發行集團總經理尹昌龍則表示，未來有

計劃與現代教育聯合成立一間公司，進一步探討在中
國的語言、拼音等教育培訓工作；另外，他表示將與
現代教育合作投資約20億元，將業務引入前海基地。

雷士照明歷年主要股東
日期

1998年底公司成立

2005年前後

2006年6月

2006年8月

2008年8月

2010年5月公司上市

上市後不久

2012年5月至今

股東所佔股權

吳長江45%／胡永宏、杜剛
各27.5%

吳長江 33.4%／胡永宏、杜
剛各33.3%

吳長江70%／Front Venture
及King View30%

吳長江 41.79%／軟銀賽富
35.71% ／Front Venture 及
King View19.29%

吳長江 34.4%／軟銀賽富
36.05%／高盛11.02%

吳長江 29.33%／軟銀賽富
30.73%／高盛9.39%

吳長江17.15%（持股量最低
點）／軟銀賽富18.48%

吳長江 19.53%／軟銀賽富
18.48%／施耐德9.21%

據昨晚 「支持雷士」微博發布的消息，來自施耐
德的雷士照明現任行政總裁張開鵬，表明願意離開公
司，平息雷士員工與投資方之間的爭議，為吳長江回
歸鋪平道路。雷士昨日通告指出，重慶萬州和廣東惠
州兩處工廠，以及重慶辦事處員工繼續罷工，部分分
銷商還終止了與公司的訂單。分析認為管理層有很大
可能和解，因為以現時超低股價退出，不符合賽富基
金和施耐德的利益， 「另起爐灶」對吳長江來說代價
也太大。

成立私人公司投資地產
一般來說，公司如有管理層爭權情況，若經營和

財務透明度高，有可能短時間復牌，比如上周受廉署
調查風波影響的新地（00016），雷士昨晚又再發通告
指停牌繼續， 「以待發出股價敏感資料」。據港交所
資料，截至昨日停牌3個月以上的公司有43間，其中
26間的停牌原因包括 「待發出股價敏感資料」，由於
這些公司還未能解決事項，聯交所不願 「開綠燈」，
使復牌遙遙無期。昨日港交所發言人回應本報記者查
詢時表示，不評論個別公司，雷士的情況相信是雖
有申請復牌，但還需資料補充，以及再出通告說明
情況。

有業內人士表示，雷士現時的亂象根本原因是行
業不景氣，吳長江雖然是公司靈魂人物，但也 「不務
正業」成立了私人公司投資地產，有很多關聯交易未
有按規則在聯交所通告，相信會涉及監管機構調查，
公司若要複牌，除管理層能否和解外，也要考慮這方
面的阻力。公司現任董事長閻焱，也在近日受訪時表
示，吳長江去年年底擅自把雷士照明總部遷往家鄉重
慶，以此換取當地政府的獎金和土地方面的好處，但
他並沒有把這部分利益歸入上市公司，僅作為個人利
益。直至現在，吳長江跟重慶政府的合約，他都未得
一見。

值得一提的是，內地有報道認為，吳長江此次在
短期內突然決定辭職，之後卻力挽狂瀾， 「回朝」在
望，可能是再次 「以退為進」。

曾與公司創辦人出現矛盾
在創業初期，他曾與其他兩位公司創始股東產生

矛盾，一度離開公司，但因為他堅持的公司營銷渠道
改革方案有利內地各區主要經銷商，很快 「策反」成
功，以每人8000萬元的代價讓兩人 「拿錢走人」，退
出價格約相當於4.3倍市盈率。吳與經銷商的 「統一戰
線」策略，娃哈哈集團主席宗慶後在與達能的權鬥中
，也曾用盡其妙處。近日宗慶後受訪時被問及此事，
表示雷士的情況可能也與當時類似， 「既然員工和經
銷商都支持創始人，那就說明是投資者想法不對了，
他們的方向有問題。」他表示做實體經濟的創業者在
面對機構投資者時都得小心，雙方的目標會有衝突，
因為機構投資者一般是玩虛擬經濟，想的是用錢掙錢
，不會考慮企業的長期發展。

▼左起：現▼左起：現
代教育主席代教育主席
吳錦倫，益吳錦倫，益
文圖書總經文圖書總經
理羅定東。理羅定東。

現代教育夥深企拓內地市場現代教育夥深企拓內地市場

■中國建築配股22億

■佳兆業拓大連商業地產

■新秀麗8億購美包箱公司
新秀麗（01910）昨公布，以現金代價 1.1 億美元

（約8.58億港元）收購High Sierra近乎所有資產，預期
交易於7月底或前後完成。

新秀麗預料，High Sierra盈利將繼續取得雙位數的
增長，而收購事項將有助增加新秀麗截至2013年12月
31日止年度（即完成後的首個全年盈利年度）的每股盈
利。High Sierra是一家製造及分銷休閒背包及戶外旅遊
行李箱的美國公司。

兗煤（01171）宣布發行第一期公司債券，發行規
模為 50 億人民幣（下同），分為 5 年期及 10 年期固定
利率品種，前者預設發行規模為 20 億元，後者預設發
行規模為 30 億元。兩個品種間可以進行雙向回撥，回
撥比例不受限制。公司昨天收報11.38元，下跌3.066%。

5年期品種的票面利率預設區間為3.75-4.35%，而
10 年期品種的票面利率預設區間為 4.5-5.1%。本期債
券網上發行規模預設為本期債券基本發行規模的10%，
即品種一網上預設的發行規模為20,000萬元，品種二網
上預設的發行規模為30,000萬元。

募集資金扣除發行費用後，擬用於補充營運資金和
調整債務結構。

■兗煤發50億人民幣債券

▲吳長江成功令雷士照明上市 資料圖片

▲雷士照明冀吳長江重新執政 資料圖片

▲永利公布次季業績，股東應佔溢利為17億港元

近期人民幣存款息率有回升趨勢，渣打香
港財富管理東北亞區資本市場及證券產品主管
傅敏儀昨日於記者會上表示，預期內地下半年
將再減一次息，若內地真的減息，本港人民幣
存息將有下跌壓力。她續稱，該行 12 個月人
民幣存息為2.5厘，屬吸引水平，認為人民幣
存息難再見早前的3厘水平。

傅敏儀續稱，人民幣兌美元今年上半年貶
值約 1.3%，年底應維持於 6.31 的水平。該行
長遠仍看好人民幣升值，料人民幣升值的趨勢
將持續至 2016 年，屆時人民幣兌美元料見
5.58。

金融海嘯以來，債券深受投資者歡迎，但
渣打香港財富管理投資策略主管梁振輝表示，
歐債危機及經濟放緩會令資金留於避險工具，
美國債息或保持於現水平，但美國若推出

QE3 有機會進一步下跌。但他認為，以美國
現時的經濟情況，並不急於推行 QE3，於第
三季推出的機會不大。他又認為，部分主要國
家國債孳息率處於歷史低位，回報並不吸引，
故較看好高收益及企業債券，及亞洲本土貨幣
債券。

至於商品方面，由於預期下半年環球經濟
回升，商品價格亦會改善。梁振輝表示，油價
目前處於超賣水平，基本因素改善有利需求，
料下半年油價將會明顯反彈，預計紐約期油第
3季可回升至90美元水平，年底前或上試100
美元水平。黃金方面，由於各國央行持續增持
，加上環球救市及減息，對金價帶來支持，但
美元強勢，將會限制金價升幅，預計下半年金
價平均處於 1700 美元水平，明年初料回試
2011年高位1921美元水平。

▲傅敏儀（左）預期內地下半年將再減一次息。右為梁振輝

新昌營造（00404）宣布，接獲兩份重要新合約，
應佔合約總額高達126億元。新昌表示，該兩份合約包
括建造路氹澳門銀河娛樂度假村第二期，及建造港鐵沙
田至中環線合約編號1109號兩個火車站及1.6公里鐵路
隧 道 （ 透 過 一 間 合 營 企 業 與 Samsung C&T
Corporation合作進行）。在應佔126億元合約中，97億
元屬於特別指定用於指定次承判商工程。在獲得該兩份
重大工程合約後，新昌目前應佔未完成工程額達到226
億元。

■新昌簽逾百億新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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