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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區呎租7231元高北京逾倍
港購物中心全球最貴租
面對歐美經濟不景氣，愈來愈多歐美名

牌 「睇好」 中國的發展機遇，而香港作為歐
美品牌打入內地市場的兵家必爭之地，其購
物中心租金已推至世界之最。據高緯環球調
查顯示，香港核心高檔購物中心每年呎租已
逾927美元（約7231港元），較第三位的
北京高出一倍多。同時，今年第三季銅鑼灣
街舖的平均月租已升至每呎2000元，按年
升54%，更創05年第三季以來新高。

本報記者 李永青

二〇一二年九月二十日 星期四B3經濟責任編輯：譚澤滔

9 月 19 日，由寧波市工商局主辦的 2012
甬港企業註冊登記制度與委託公證事務論壇成
功在寧波舉行，此論壇作為 2012 甬港經濟合
作論壇專題創新活動之一，共吸引了200多位
來自內地、香港的專家、學者及相關部門、民
營企業代表。

據悉，本次論壇以 「寧波企業走向海外」
為主題，通過甬港兩地相關部門介紹公司註冊
登記以及委託公證事務的主要情況，學習借鑒
香港公司註冊登記領域的成功經驗，拓展甬港
企業之間的合作與交流，探討寧波如何鼓勵和
引導企業做大、做強，走國際化發展之路。寧
波市副市長陳奕君表示，甬港兩地一直保持着

緊密的聯繫和經貿往來，而且合作愉快，成績
斐然，希望通過論壇的形式，繼續加強雙方在
企業註冊登記和委託公證事務方面的交流。

據寧波市工商局負責人介紹，近年來，甬
港兩地已在企業註冊登記以及委託公證事務方
面進行了深度合作。2011 年已簽署 「香港特
區政府公司註冊處與寧波市工商局公司／企業
註冊交流合作協議」和 「寧波市工商局與中國
委託公證人協會、中國法律服務（香港）有限
公司合作備忘錄」，此次論壇的召開，就是希
望能在此基礎上加深雙方在此領域的合作。

論壇中，中國委託公證人協會理事閻尚文
介紹了香港公司註冊登記制度的主要情況。中

國法律服務（香港）有限公司審核轉遞辦公室
高級主任莊仲希就中國委託公證人制度的由來
、發展、現狀以及中國委託公證人協會有限公
司的成立、宗旨、管理和運作情況作了主題講
座。同時，講座還介紹了香港市場經濟主體的
情況、經濟主體的運作、公司登記等基本情況
，讓與會人士更清晰了解香港方便簡單的公司
登記，促進寧波企業往香港投資、設立公司。

在論壇進行過程中，甬港兩地與會代表在
輕鬆活潑的氛圍中進行了溝通和交流。整個論
壇安排緊湊，氣氛活躍，與會者均表示非常有
收穫。

飛達帽業（01100）昨宣布，計
劃以最多 1000 萬美元（約 7800 萬港
元 ） ， 收 購 美 國 女 裝 帽 品 商 San
Diego 90%權益。

雙方已簽立意向書，交易將以集
團內部資源撥付，預期在 2013 年季
完成。

飛達帽業主席顏禧強表示，由於
集團以往在美國市場主要針對大眾男

裝帽品，收購San Diego將有助雙方
互補優勢，鞏固集團在全球帽品市場
的領導地位。

從事高級女裝帽品設計、進口及
經銷的San Diego，同時經營手袋、
頸巾及手套等設計，自家品牌產品佔
總銷售額約88%，客戶數目約4700家
，另有經營生產私人品牌帽品，以及
生產高檔特許授權品牌商品。

飛達收購美同業90%權益
由於蘋果 iPhone 5 最快到今年底

才在內地開售，用戶似乎等待這款新一
代智能手機出場，聯通（00762）最新
數據顯示，8 月份 3G 上客量錄得 306.9
萬戶，雖然增幅略為放緩，但已連續3
個月錄得單月新淨300萬以上用戶。

8 月份聯通新淨 3G 用戶按月減少
1.8 萬戶，累計用戶約 6368.6 萬戶。單
月新淨 2G 用戶提速，由 7 月份的 32.7
萬戶增至8月份的33.6萬元，總用戶數

接近1.6億戶。
另外，本地電話用戶由淨增轉為流

失16.7萬戶，扭轉連續3個月錄得淨增
的局面，用戶數累計達 9251 萬戶。至
於寬頻用戶上客亦放緩，單月減少16.1
萬戶或近 20%，8 月份新增 64.7 萬戶，
總用戶數為5657.5萬戶。

聯通在公布月度數據前股價向好，
早段追高 3.3%至 13.26 元高位，收報
13.14元，升2.3%。

聯通上客連續3月超300萬戶

AXA 安盛及富邦香港昨日宣布，雙方建立新的策
略合作關係。富邦的分行網絡及電話銷售團隊將分銷安
盛的產品，安盛則在產品設計和制訂、市場推廣、員工
培訓、保單行政及客戶服務方面提供專業支援，讓富邦
銀行的客戶能受惠於更直接的優質產品及服務。

AXA 安盛首席分銷總監黎卓祺表示，一如以往，
銀行保險業務將繼續成為AXA安盛多元銷售渠道的營
銷策略中的核心之一。這次合作將有助雙方於財富管理
及保障方面提供更切合本港客戶需要的專業優質產品及
服務。富邦香港高級副總裁兼財富管理部（銷售及產品
）主管葉嘉敏亦指，透過與AXA安盛合作，期望可進
一步強化該行所提供的產品種類，並擴展在本港的市場
地位。

富邦分銷AXA安盛產品

滙豐中國昨日宣布，其 「中國企業海外服務部」
的環球網絡已擴展至17個國家和地區，並委任李震擔
任其首位 「海外中國業務部總監」，負責推進滙豐在
巴西、德國、南非、美國及英國等中國企業對外貿易
或投資重點目標市場的業務，進一步為 「走出去」的
中資企業提供金融支持。

滙豐集團常務總監兼工商業務環球主管祁偉倫表
示，滙豐多年來投資於 「中國企業海外服務部」的發
展。隨着服務部在印度、印尼及孟加拉的逐步設立，
滙豐服務中資企業的海外網絡已具備了相當規模。

高緯環球亞太區研究部董事總經理Sigrid Zialcita
昨在記者會上表示，雖然全球經濟復蘇步伐不一，但
零售市道仍然暢旺，全球幾乎所有地區的購物中心的
租金仍處升勢當中。當中拉丁美洲及亞洲表現較佳，
主要是區內經濟迅速發展，消費群亦快速崛起，對奢
侈品及國際知名品牌的產品需求高速增長，刺激零售
市道持續暢旺。

銅鑼灣街舖呎租升54%
調查顯示，亞太地區的購物中心租金去年增長

2.8%，超過歐洲和美洲。消費人口迅速增長、促進消
費的政策逐步出台，及全球化進程加速促進該區零售
市場的發展。香港核心地區高端購物中心每年租金已
超過 927 美元／呎（折合 7231 港元）。該地區一直以
來吸引着大量內地遊客，而相對有限的供應，使得該
區成為全球最貴的商場。北京和上海在國際零售領域
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租金分別達到每年 404 美元
／呎 （折合 3030 港元）和 368 美元／平方呎（折合
2853港元）。

至於香港街舖租金情況，今年第三季各重要零售
街道都錄得顯著升幅，其中銅鑼灣區現時平均每月租
金為每呎 2000 元，較第二季升 18%，按年更大升 54%
，更創05年第三季以來高位；中環區租金錄得每月每
呎 1500 元，較第二季升 25%，按年升 42%；尖沙咀區
錄得平均每月每呎 1300 元，較次季升 30%，與去年同
期比較升 37%；旺角區租金每月每呎 1000 元，較去季
升43%，較去年同期升67%。

羅素街舖租世界第二貴
高緯環球香港商舖部高級董事胡詠詩預計，今年

第四季中環、銅鑼灣的街舖租金升幅約 5-15%，但尖
沙咀及旺角則較受個人遊購買力放緩影響，估計租金
增幅將低於5%。她坦言，早在5月份，內地旅客消費
增長已見放緩，拖累珠寶鐘表店的生意，相信未來零

售店搶舖的情況將大不如前。
胡詠詩指出，現時銅鑼灣羅素街的商舖租金已為

世界第二高，且已接近租金全球第一的美國第五大道
，個別羅素街商舖租金甚至已超越第五大道的租金，
因此未來很難再像以往般有幾成的租金加幅。她承認
，由於不少街舖租金加幅太高，令一些外國品牌減
少在港開店數目，令店舖租務市場出現價升量跌的
情況。至於QE3推出後對租務市場的影響，她表示，
多了人留意一些小型商場，相信是會促使租金上揚，
估計今年全港街舖租金將有5-15%升幅。

里昂昨日發表2000年以來第9份亞
洲區企業管治排名報告，結果香港仍然
位列區內第二位，屈居於新加坡之後。
新加坡和香港的得分分別是 69 分和 66
分。而中國內地則以45分位列區內第9

名。11個參與調查的市場中，以印尼排
名包尾，得分是37分。

報告指出，新加坡、泰國、馬來西
亞、印度和菲律賓企管改善，排名上升
；其中泰國首次躋身前三甲；但是日本
、中國內地和台灣，排名和得分卻不升
反跌。報告認為北亞地區在文化、法制
和政治上相當類似，並且這三個方面因
素共同阻礙了企業管治改革。

報告對新加坡的趨勢概括為有提升
，但文化還可更包容；香港趨於穩定；
內地在規管上有提升，惟管治文化仍然
較弱。新加坡所以勝於本港，是過去兩
年專注企管改革，規管執行加強，零售
投資者參與亦有加強，並制定了審計師
獨立規管的基準。本港相較新加坡稍遜
，比如在公司管治上仍沒有清晰的規管
策略， 「大孖沙」的影響仍然無處不在
，對審計師也沒有獨立和恰當的規管，
不過部分條例規則仍然有提升。

亞洲公司治理協會行政總裁及報告

作者艾哲明（見圖）表示，新加坡和本港
的企管水平有相同的問題，如醜聞、造
假和新股審批不嚴，均未達國際水準。

他認為，現時本港要求上市公司在
財報完結日後的 90 天內公開披露，相
比新加坡 60 天內披露的標準有差距。
此外，本港上市公司財報內，也應有更
多非財務的內容，以便加強和股東的溝
通。

不過他認為，本港部分大型家族企
業已經進入第二代和第三代交棒的時期
，未來家族控股權和公司管治權會逐漸
分離，引入更多非家族成員的專業人士
管理公司，是正確的方向。

此外被問及中國高精密（00591）
事件，早前該公司因涉國家機密拒交財
務資料，被證監會起訴後停牌，與港交
所決定其復牌相矛盾。他認為此類公司
不應該上市，因其在管治政策上，必然
有投資者和國家政府利益的矛盾。

里昂亞洲區研究主管喬毅文預計，

市場經濟環境嚴峻，內地公司管理層為
資金周轉，可能鋌而走險，或再拖低內地
企業未來在企業管治上的排名和得分。

環球經濟轉弱，加上服裝市場競爭激
烈，堡獅龍（00592）除本港之外，其他
市場全數觸礁，營運虧損更顯著倍升，拖
累集團截至6月底止，全年度純利由去年
同期的 1.3 億元，大幅倒退 88%至淨賺
1600 萬元，每股盈利降至 0.99 仙，不派
發末期股息。

業績報告顯示，集團去年底營業額錄
得27.44億元，按年微升3.9%。由於競爭
激烈及生產成本短暫上升，銷售成本按年
增加 12.6%至 12.88 億元，令毛利減少 4%
至 12.94 億元，毛利率由 51%下降至 47%
。扣除營運開支後，經營溢利由1.68億元
，大減至5424.2萬元。

期內，整體同店銷售增長，由對上一
年度的 10%，顯著放緩至 4%。總銷售面
積由81.57萬平方呎，減少至72.86萬平方
呎，主要由於內地網絡進行整合，店舖數
量由 1475 間，減少 161 間至餘下 1314 間
，令每平方呎銷售淨額由 2500 元拉高至
2600元。

就個別市場方面，盈利貢獻超過一半
的本港市場，期內仍然保持平穩，收入上
升 13%至 15.93 億元，營運溢利亦增 11%
至2.5億元。內地業務則差強人意，經濟
轉弱及市場競爭因素，令過多的存貨並需
大幅減價促銷，同店銷售由對上一年度的
11%增長，倒退至出現 6%負增長，經營
虧損由 5800 萬元，大幅擴大至蝕 1.56 億
元。

另外，台灣業務受到消費信心下降及外國品牌的
挑戰，經營虧損由400萬元，大增6倍至2800萬元，同
店銷售由3%增長倒退至7%的負增長。新加坡的市場情
況相若，同店銷售由 14%的強勁增幅，大幅倒退至出
現6%負增長，期內錄得營運虧損1100萬元，而對上一
個年度為賺900萬元。

集團展望今年度零售行業仍然充分挑戰，將暫緩
網絡擴張並專注於提升核心市場營運效率，並會結束
表現不如預期的 「b.style de flyblue」品牌在本港、
內地及新加坡市場餘下的店舖。本港仍然是集團最重
要的市場，即使零售市場競爭加劇，仍期望逐步實現
穩定增長。

股份2004年停牌至今的東大照明（08229）昨表示
，德山公司已於今年9月4日向高等法院提出清盤呈請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的黎嘉恩、Darach E.
Haughey已獲委任為臨時清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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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十大購物中心租金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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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高緯環球

地區

香港（中國）

布宜諾斯艾利斯
（阿根廷）

北京（中國）

首爾（韓國）

莫斯科（俄羅斯）

上海（中國）

廣州（中國）

新加坡

吉隆坡（馬來西亞）

成都（中國）

聖保羅（巴西）

租金
（美元／呎／年）

927

500

404

384

372

368

360

360

321

316

309

六福集團（00590）宣布，委任堡獅龍（00592）前
副主席兼行政總裁陳素娟為首席財務總監，已在本周
一履新，另獲委任為公司秘書。另外，六福老臣子羅
添福已辭任公司執行董事、財務總監，生效日期為 12
月1日，並辭任公司秘書，生效日期則為9月24日。

東大照明遭申請清盤

堡獅龍前要員過檔六福

滙豐增加中企海外服務網

▲堡獅龍除本港之外，其他市場全數觸礁，營運虧
損更顯著倍升

▲銅鑼灣區
平均每月呎
租2000元，
創05年第三
季以來高位

亞太企業管治排名
名次

1

2

3

4

4

6

7

8

9

10

註：括號內為與上次調查分數比較

市場

新加坡

中國香港

泰國

日本

馬來西亞

中國台灣

印度

韓國

中國內地

菲律賓

分數

69分（+2）

66分（+2）

58分（+3）

55分（-2）

55分（+3）

53分（-2）

51分（+3）

49分（+4）

45分（-4）

41分（+4）

泰首躋三甲 內地排第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