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資金不足 比高或需再融資

貿發局不評論是否已見底
港出口料收縮三年首見
受歐債危機及美國經濟復蘇緩慢等拖累

，香港貿發局第三季出口指數由次季的47.2
跌至35.3，是自2009年第二季以來最低。
因此，貿發局將今年香港出口增長預測由原
來的1%下調至負1%，為三年來首次出現負
增長，而且不評論出口是否已 「見底」 。該
局研究總監梁海國表示，雖然QE3對美國經
濟有正面影響，但成效需要一段時間才浮現
，相信對今年香港出口幫助有限。

本報記者 李永青

■華能完成50億第四期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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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海國昨在新聞發布會指出，美國推出 QE3 有助
增加市場信心，對未來經濟有正面影響，但成效需要一
定時間才能反映。他說，現時本港出口的挑戰，主要是
美國經濟失業率高企不下，而歐債問題亦難以短期內解
決，令本港出口增長減慢。至於本港出口下跌，令部分
企業因經營困難而縮減規模及倒閉，料有企業由生產模
式轉型為貿易模式。

第三季指數跌至35.3
對於中日兩國近日因釣魚島問題而關係緊張，令人

擔心會影響兩國經貿發展。梁海國指出，中日貿易關係
非常緊密，過去五年中國是日本最大貿易夥伴，去年雙
邊貿易額超過 3400 億美元，中國佔日本整體貿易超過
五分之一，而日本亦是中國第二大外資來源地。他說，
雖然近期中日關係緊張，相信雙方貿易活動暫時仍然正
常。

對於該局第三季出口指數跌至35.3，梁海國表示，
海外買家需求疲弱，加上匯率走勢不利和市場競爭激烈
等因素，都令港商的出口信心急跌。調查顯示，大部分
主要行業，包括電子產品的出口指數均下跌超過 10 點
，至 30 點水平。其中，機械出口指數最低，僅 29.6，
珠寶出口指數為41，是各行業中最高。

各市場出口信心俱跌
同時，所有主要市場的出口信心均下跌，出口商對

歐盟市場最為悲觀，其指數由第二季的42.5跌至39.5，
美國市場指數則由 47 降至 40.2，日本市場指數由 47.2
降至45.1，而內地市場指數亦由51.6跌至45.5。受出口

前景欠佳影響，電子產品及服裝業的就業指數均跌到
40以下，顯示短期內有關行業可能會削減人手。

對於第三季出口指數跌至三年多以來新低，香港中
華出入口商會會董羅少雄坦言屬預料之內，因為今年聖
誕訂單市況甚差，很多買家推遲落單，不少廠家亦因買
家出價太低而拒接部分無利可圖的訂單，所以對出口指
數下跌完全不感到意外。

比高集團（08220）自2010年初獲 「星爺」周星
馳入股後，揚言要大搞電影製作及開設電影院，惟近
日被批評業務進度 「只聞樓梯響」。執行董事陳昌義
強調，維持 3 年開設 36 間電影院目標，力爭今個財
年業績可扭虧為盈，惟不排除向市場集資發展。

集團提出股本二合一方案獲股東通過，陳昌義昨
日出席股東會後表示，由於集團現金流不足以應付未
來發展，包括擴大電影院網絡覆蓋，有關股本二合一
將為在市場集資作好準備，解決配股集資的技術問題
，亦不排除以各種方式融資。

大股東周星馳近期忙於拍電影，亦面對前女友于
文鳳入稟高等法院，向他追討 8000 萬元投資佣金。
陳昌義回應指，事件不影響集團運作，相信周星馳有
足夠私人財力解決事件。

較早前，集團發表聲明強調，指接獲周星馳通知
個人正就訴訟尋求法律意見，並將會積極對該訴訟中
的追索進行抗辯，董事會認為訴訟屬周星馳的私人事
務，公司非該訴訟之一方，業務營運及財務狀況並無
受到該訴訟之不利影響。

陳昌義提到，目前集團經營6間電影院，入座率

約20%，已為集團帶來穩定的現金流。他重申，集團
未來3年目標投資開設36間電影院，每年製作1至2
套電影。他續說，重點電影項目《除魔傳奇》已封蝕
本門，因已有中國發行商為成本包底，海外發行亦正
在洽談中，期望電影院和電影製成的收益，有助集團
於本財年扭虧。

集團計劃明年在內地啟播100集《長江7號》卡
通電視劇，陳昌義指出，目前已完成 50 集，現正為
包括發行網絡及周邊產品等配套做準備。他表示，有
信心可按計劃完成5年10部電影製作的目標。

電子製造服務供應
商 中 慧 國 際 （01143）
主席鄭衡嶽表示，收購
從事無線科技產品分銷
的 Fargo Telecom 後，
仍需長時間磨合，惟收
購有助與集團本身業務
起策略作用。

根據協議，集團以
現金 1500 萬港元認購
Fargo Telecom 擴大後
股 本 53% 股 權 ， 並 在
2014 年 4 月開始，可在
3 年內分階段額外增持
42.3% 股 權 ， 上 限 為

2000萬元。
鄭衡嶽表示，將以內部資源完成收購，同時將

通過收購合併擴大業務及網絡，並繼續發展現有的
電子製造服務（EMS）業務。被問及最新的訂單情
況，他指出，上半年是電子行業的淡季，但近數個
月訂單已見上升，預料全年訂單情況理想。

香港貿發局昨日公布的調查結果顯示，
雖然環球經濟前景未見樂觀，但52%受訪高
級行政人員選擇香港為企業首選的 「亞洲核
心商業區」（CBD），只有18%受訪者視新
加坡為首選，顯示香港憑着地理位置優越、
營商便利、體制穩健等優勢成功領先其他對
手，更有逾半受訪者預期，未來 5 至 10 年
，香港仍可在亞洲保持領先地位。

超過一半受訪者認為，香港是亞洲首屈
一指的核心商業區（52%認為是首選），超
越區內主要競爭對手新加坡和上海。在核心
商業區必須具備的十項功能中，受訪者認為
最重要的依次為 「行銷和採購平台」、 「通
往亞洲市場的門戶」和 「金融及集資中心
」。

調查顯示，香港在上述三方面明顯領先
新加坡和上海。56%受訪者表示，香港是區
內最佳行銷及採購平台；59%受訪者首選香
港為通往亞洲市場的門戶；60%受訪者認為
，香港是區內最佳金融及集資中心。

調查亦顯示，以服務大中華市場而言，
香港在個別行業的領先程度尤其高。香港是
內地企業離岸集資的主要平台，加上自
2009 年，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服務在
本港推行以來，香港逐漸發展成最大的人民
幣離岸中心，更鞏固本港作為核心商業區的
角色。68%受訪者認為，香港在為大中華區
提供 「銀行及金融服務」佔最大優勢，其次
是 「旅遊業和會議、展覽與獎勵旅遊業」
（61%）及 「產品貿易」（60%）。

該局研究總監梁海國表示，雖然香港領
先新加坡及上海等區內對手，但並非全無隱
憂，並指存在 「人哋行得快些，我哋行得較
慢」的問題，香港社會需正視問題所在。

是次調查是該局在今年8月份於亞洲區
內 10 個城市，訪問超過 500 名總部設於亞
太區或經營地區業務的高級商業行政人員。

香港電訊（06823）集團董事總經理艾維朗昨日
表示，1800MHz頻譜速度與HSDPA（3.5G）相若，
故即使香港電訊未有全線鋪設 1800MHz 頻段，亦可
為iPhone5用戶提供相若的傳送服務。他續說，旗下

PCCW mobile亦會代訂蘋果iPhone 5，以及提供尺
寸更小的Nano-SIM卡。

iPhone 5 將於本周五（21 日）在香港開售，電
訊商陸續公布4G月費計劃，CSL旗下1010公布，月
費最高439元可享 「零機價」iPhone 5（16GB），無
限上網（每月使用量逾 6GB 後，使用網絡優先次序
將會降低）。同系的 one2free 則推出 267 元或 419 元
月費，後者享 「零機價」iPhone 5（16GB）。

中移動（00941）旗下中移動香港為搶佔客戶，更
大搞抽獎活動，凡是中移動香港服務計劃，或是
PEOPLES儲值卡客戶，即日起至10月14日於1cm網
站成功登記，可獲一次抽獎機會，得獎者可獲三星手
機Galaxy Note LTE（N7005）。

獲蘋果公司認可支援iPhone 5 4G LTE的數
碼通（00315），4G 月費與 3G 相若，新增的 「零機
價」無限上網月費計劃，即用量達至5G後，速度或
會減慢，月費418元，簽約24個月；月費最低為138
元，本地數據只包 150MB，其後收費為每 200MB
40元。

另外，香港電訊首間旗艦店昨日在旺角開幕，推
出Smart Living服務，為客戶設計及安裝光纖寬頻網
絡。個人客戶業務董事總經理吳永豪表示，未來 18
個月將共有 4 間 Smart Living 示範中心，分布在中環
、旺角、銅鑼灣及鰂魚涌，其中旺角旗艦店佔地
2800平方呎。

力保投資管理昨日宣布推出 「力保專
選中港地產 ETF」（股份代號 02824），
該隻 ETF 於上月底獲證監會認可，將於
下周三（26 日）於港交所上市，一手基
金增設或贖回入場費是 80 萬元，二手入
場費則為約100股3000元。

該 ETF 追蹤力寶投資編制的 「力保
專選中港地產指數」，該指數根據本港上
市的地產股四個基本面因素：銷售增長、
股息收益率、淨負債比率和資本開支增長
率編制，截至 8 月底，涵蓋 35 隻股份，
包括大中小型地產股和房地產信託基金等
，加權平均市盈率是 5.7%，平均股息率
為 3.1%。現時權重最高的三隻股份是信
置 （00083） 、 領 匯 （00823） 和 新 地
（00016）。以指數表現而言，其今年至
今升幅27.3%跑贏恒生綜合行業指數─地
產建築業和恒生地產分類指數，一年期、
三年期和 06 年 6 月以來表現亦均跑贏其
他兩項指數。

力寶投資行政總裁郭偉良表示，基金
中，內地和本港註冊股份比例約四比六，
惟現時本港地產公司穩健之餘，有 「北上
」發展趨勢，該基金除派息穩定，可幫助
投資者捕捉內地地產市場的長遠增長機會
，也可通過長短倉的投資策略對沖風險。

該基金半年改變一次投資組合，一般
每年3月決定派息政策，估計總支出比率
為資產淨值0.75%。

華能國際（00902）宣布，昨日完成了今年度第四期超
短期融資券的發行，發行額為 50 億元人民幣，期限為 270
天，利率為3.99%。是次融資券募集資金主要用於償還銀行
貸款，改善融資結構，並補充短期經營性流動資金。

中國地能（08128）宣布，中
國節能環保已完成以3.485億元認
購公司 29.16%的股權，成為公司
單一大股東。雙方將會在節能環
保領域，尤其以淺層地能作為供
暖替代能源行業中推進合作發展
計劃。中國節能副總經理、中國
地能董事兼主席鄭起宇表示，此
次入股令中國節能與公司優勢互
補，並計劃將淺層地能發展逐步
產業化。

中國地能行政總裁徐生恒表
示，公司擁有全球獨家原創的
「單井循環換熱淺層地能採集技

術」。公司正投資建設供暖容積
達10萬千瓦之首座分布式聯合能
源站，估計該能源站可以提供
300 萬平方米的面積，目前已有
30 萬平方米正在使用。徐生恒說
，淺層地能為新能源中唯一可以

代替供暖能源替代品，其僅相當
於傳統供暖能源的營運成本。他
透露，中國地能的淨資產回報率
為6-8%，而平均利潤率為20%。

「十二五」規劃提出，到
2015 年前要實現地源供暖建築面
積達3.5億平方米。徐生恒稱，公
司業務符合國家 「十二五」新能
源發展方向，可獲得國家資金補
貼支持。徐生恒認為，淺層地能
目前進入至產業化發展階段，會
成為國家新能源戰略中重要組成
部分，未來發展有機會超過太陽
能及風能的總和。公司目前的主
要市場在內地，淺層地能最高達
至西藏，最遠到達新疆。

被問及有無轉主板的計劃時
，徐生恒回應，只要條件符合規
定一定會轉。中國地能昨天收報
0.395元，下跌1.25%。

中交建（01800）宣布，集團昨與控股股東中交集團於
訂立出資認繳協議，中交建將出資現金 14.25 億元人民幣
（下同），而中交集團則出資現金 7500 萬元，以設立暫定
名稱為中交財務有限公司的合資公司。中交財務公司的註冊
資本將為 15 億元，中交建及中交集團分別佔合資公司 95%
及5%股權。

■中交建與母企組財務公司

中國中冶（01618）宣布，公司控股的中冶葫蘆島有色
金屬集團對其子公司葫蘆島鋅業公司多筆銀行貸款提供了擔
保。截至目前，葫蘆島有色為鋅業股份提供擔保所對應的銀
行貸款中，共有5.7265億元人民幣貸款逾期。目前，葫蘆島
有色及鋅業股份正積極與相關銀行協商，尋求妥善的解決方
案。

中華汽車（00026）公布截至六月底止全年業績，營業
額 8375 萬元，按年倒退 67%，期內應佔合營公司盈利 6732
萬元，減少76%，股東應佔溢利3.58億元，下跌46%。每股
盈利7.87元，建議派發末期股息0.1元，同時建議派發特別
股息1.3元。業績倒退，主要因港濤軒物業單位銷售收入減
，及應佔合營公司之投資物業重估盈餘較少。

■中冶近六億擔保貸款逾期

■中華汽車盈利跌七成六

六被告涉星亮內幕交易
香港證監會公布，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213條向涉

嫌就星亮控股的股份進行內幕交易的6名被告展開法律程序
。6 名被告分別為李成浩、張世梨及另外四家公司─
Empress Fair Ltd、永和環球貿易有限公司、三成控股香
港公司及STM Corporation。證監會在2011年12月獲頒臨
時強制令，凍結多名被告的資產。

證監會指張及永和在去年 6 月 30 日 Salvador AG 的建
議收購公告發出前買入星亮股份。該收購公告是在由李作為
代 表 的 SSCP Co Ltd 與 Salvador AG 的 母 公 司 Akzo
Nobel N V進行商討後發出的。

證監會又指星亮的股價在收購公告發出後上升了160%
，及張與永和在把先前買入的股份沽出後，將收益透過多個
實體包括Empress Fair Ltd轉移到香港境外。有關收益亦
轉入了總部設在韓國的STM的戶口內。

據韓國當局提供的資料，證監會相信STM由三成控股
香港公司擁有。三成控股香港有限公司於收購前是星亮的主
要股東，其於星亮的權益是收購的對象。證監會其後獲提供
的資料顯示，於涉嫌的內幕交易發生時，STM 與三成控股
香港有限公司並無關連。

法院於6月進行聆訊後，頒令剔除對三成控股香港有限
公司提出的申索，並撤銷對其餘三名被告的臨時強制令。

證監會已終止對張、Empress Fair Ltd、永和及李採
取的訴訟。李提出了若干證據，反映其已不再持有永和及另
一家有份轉移收益的公司的權益。證監會的調查仍在進行中。

新華滙富金融（00188）公布截至六月底止全年業績，
佣金及費用收入 8199 萬元，下跌 20%；利息及股息收入
2294萬元，上升70%。股東應佔虧損1.19億元，由盈轉虧，
去年同期有盈利4657萬元。每股虧損3.2仙。

■新華匯富全年盈轉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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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環保3.5億入股地能 中慧近月訂單回升

▲中國節能副總經理、中國地能
董事局主席鄭起宇（左）、中國
地能行政總裁徐生恒（右）

▲中慧國際主席鄭衡嶽
本報攝

▲香港電訊集團董事總經理艾維朗（左）及個人
客戶業務董事總經理吳永豪 本報攝

▲香港貿發局研究總監梁海國 本報攝

▲貿發局將今年香港出口增長預測由原來的1%下
調至負1%，為三年來首次出現負增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