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尼克森99%股東接納收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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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海油（00883）千億收購加拿大油氣公司 「尼克森」 交易獲得新進展。尼克森股東
在周四股東會議上以大比數通過接納中海油收購建議。雖然投資者 「開綠燈」 ，但政治
關卡重重；民意調查發現，69%受訪加拿大人反對今次收購交易；而部分執政黨國會議
員關注中國公司吞併尼克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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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海油今年7月份提出以151億美元全面收購尼
克森（Nexen）。由於中海油出手闊綽，市場普遍相
信交易會獲得尼克森股東批准。汲取 05 年收購美國
優尼科的失敗教訓，中海油大打 「雙贏牌」，一方面
願意整合現有北美業務，合併交由尼克森管理，同時
把北美業務總部搬到加拿大，希望藉此降低當地政治
阻力。

事實上，當交易曝光後，在8月份進行民意調查
顯示，有57%加拿大人反對收購交易，而9月份最新
民調則顯示，反對比例進一步提高至69%。民意反對
聲音愈來愈大，政客亦靠邊。一方面加拿大反對黨質
疑交易的公平性，甚至連部分執政保守黨國會議員亦
有異議。

尼擁多項美國油氣資產
面 對 國 內 政 治 壓 力 ， 加 拿 大 總 理 哈 珀

（Stephen Harper）多次公開表示，只要中國企業在
併購當地公司時，能夠本着 「互利共贏」原則，加拿
大對來自中國的投資是持開放態度。他強調，在尼克
森併購交易中，當局會保障加拿大人民的利益，不會

單純為促進貿易而批准交易。加拿大政府已於8月29
日收到有關交易申請，按照慣例，將用 45 個工作日
進行審理，若有需要，可以延長30日。

除加拿大政客，由於尼克森在美國擁有多項油氣
資產，所以美國也有政客要求當局介入收購交易。美
國民主黨參議員舒默早前呼籲，除非中國政府願意承
諾對美國企業在中國能夠獲得公平對待，否則美國政
府應該阻止今次交易。美國眾議院民主黨領袖佩洛茜
亦認為，當局徹底評估今次交易，因為外界關注中國
政府試圖通過國企把全球能源資產收歸國有。

加國法院批准安排計劃
儘管反對聲音不絕，但在尼克森周四召開的股東

會上，99%持股出席普通股股東通過中海油收購議案
。87%持股出席優先股持有人亦表決贊成。加拿大法
院也作出最終令，根據《加拿大商業公司法》批准安
排計劃。尼克森行政總裁 Kevin Reinhart 在會後表
示，外界關注到今次交易是否符合加拿人的利益，這
是正常的事情。

有學者指出，尼克森在加拿大油砂行業並非標誌

性企業，加上該公司只有30%油氣產量是來自加拿大
，所以當局應該開放外資投資尼克森。

另外，《基點》引述消息指出，中海油已落實
50億至60億美元過渡貸款的參與銀行候選名單，包
括花旗銀行及多家中資銀行等。貸款年期為一年，利
息費用約120基點。另，有消息中海油希望集資規模
超過50億至60億美元。

俄鋁傳洽中鋁投資西伯利亞

AEON 信貸財務（00900）昨日宣布，截至今年
8月20日止6個月，集團純利上升8.2%至1.44億元。
每股基本盈利34.34仙，派發中期股息每股17仙。近
日內地反日情緒不斷升溫，公司董事總經理馮錦成表
示，內地業務收入佔集團收入佔比十分輕微，對集團
影響不大，公司亦無計劃改變內地業務的發展步伐。

馮錦成透露，公司現時於內地瀋陽全資擁有一間
小額貸款公司，於天津亦已獲發牌照，料不久可開展
業務。他續稱，下半年將於內地再開設多一間小額貸
款公司，但不願透露地點。

他表示，下半年公司資本開支為 4800 萬元，除
內地開設公司外，主要用於更換提款機及更新其他系

統服務，同時下半年在香港開設4間分行，其中於上
水的分行已開幕，其餘3間分別位於荃灣、香港仔及
九龍城。

雖然外圍經濟惡化，中港經濟增長亦見放緩，但
他指出，香港失業率仍處於低水平，相信信用卡消費
仍有穩定增長，對下半年營業額不太悲觀。由於預期
客戶消費將較為審慎，故集團會增加發卡量及推展團
購業務來維持營業額增長，預期下半年發卡量逾 10
萬張。公司今年上半年平均融資成本為 3.3%，相較
去年的 3.7%大幅降低。執行董事陳鳳娟表示，由於
公司所作的均是長期貸款，故相信下半年可維持低水
平的融資成本。

據內地媒體報道，傳俄鋁（00486）有意邀請中
國的合作夥伴在西伯利亞以參股方式建廠，並傳出已
與中國鋁業（02600）展開初步接觸。俄鋁戰略發展
及股票部副行政總裁奧列格．穆哈麥德申表示，俄鋁
期望與中資企業合資建立新煉鋁廠，而中資企業可按
照成本價獲得原鋁及增值產品，但參股比例，則需透
過溝通和談判釐訂。

目前，全球鋁行業已陷入新一輪不景氣周期。內
地鋁業由於受制於能源高價，虧損程度更高。在此背
景下，發展水電鋁一體化或煤電鋁一體化，成為中國
鋁行業降低成本的最佳途徑。而在產業鏈一體化方面
，俄鋁及加拿大鋁業依靠本國的能源優勢，擁有全球
最先進的水電鋁項目。相對低廉的能源成本正是俄鋁
吸引中國企業的核心優勢。據悉，中鋁、五礦、中色
等不少國內企業都在打聽合作事宜。

至於在業內具有領先優勢的俄鋁，為何主動邀請
中國企業前往投資？奧列格．穆哈麥德申道出了其中
部分原因，指中國對於俄鋁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市場，不僅是因為中國是最大的鋁需求市場，也因為
俄鋁認為中國未來依然是重要的市場。為了更進一步
貼近中國市場，俄鋁在不久前加入了中國有色金屬工
業協會。

同時，俄鋁除希望打入中國龐大的鋁需求市場，
同時希望通過引入中國合作夥伴來獲得內地低成本的
融資。

鴻準擬巴西設廠聘萬人
據外電報道，富士康（02038）母公司鴻海精密旗下鴻

準精密工業，將投資10億巴西雷亞爾（約合4.92億美元）
在巴西聖保羅興建工廠，並會聘請約1萬名工人，新工廠將
於2014年投入運營，料將在2016年實現滿負荷運轉。鴻海
精密的主要客戶包括蘋果公司和新力公司。

積華醫藥售雲南積華股權
積華生物醫藥（02327）公布，向昆明積大製藥出售雲

南積華生物科技公司全部股權，作價約 1900 萬元人民幣
（相等於約 2320 萬港元）。雲南積華生物科技公司主要於
中國從事藥品之研發，至今仍未全面投產，現正處於其醫藥
生產之初步試驗及開發階段。

集團擬保留出售事項產生之所得款項淨額約 1850 萬元
人民幣（約 2260 萬港元）作為一般營業資金，將用作其現
有業務及於合適機會出現時用作撥付投資。

新興光學發盈警
新興光學（00125）發盈警，預期截至今年9月30日止

六個月之純利可能會按年大減，純利減少主要由於對比去年
同期中國地區工資成本上升、人民幣升值及銷售因市場需求
不穩而下跌所致，但董事會認為集團的財務狀況依然穩固。

蘋果iPhone 5開售，新一輪搶客戰揭幕，香港
電信商其中一個賣點便是支援4G。但內地4G發牌仍
遙遙無期，券商 Jefferies 分析員指，中國電信管理層
暗示短期內發4G牌的機會減少，而發牌步伐亦似乎

未有加快。
該分析員與中電信管理層會面，得知內地要於

2014 年或之後才能發出4G LTE牌照，屆時3G/4G
網絡將會共存。此說法與工信部管員本月 10 日召開
記者會時的說法相近。另外，早前有內地官員指，
4G 技術或許要用 3 年時間才能達到商用水平，分析
員相信各種言論指向內地4G發牌將比市場預期的來
得更遲。

潤泥擬發美元計價優先債
華潤水泥（01313）公布，計劃發行以美元計價的信用

增級優先債券，所得款項淨額用作再融資及一般公司用途，
惟未有透露具體規模。公告指，債券的本金總額、發售價及
利率，將由全球協調人星展銀行進行的入標定價程序釐定，
完成與否視乎市況而定。

鄭州煤機突押後推介
雖則全球量寬，惟本港新股市場氣氛仍然審慎，

市場消息指，內地煤機製造商鄭州煤機（00564）突
然延遲下周一的推介，現暫未有最新時間表。

此外，市場消息又指，復星醫藥會於下周初作上
市前初步推介，惟只是 「試水溫」，未有確實上市時
間表。另據外電報道，韓國汽車零配件製造商
Mando Corp，計劃年內分拆旗下中國業務於本港

上 市 ， 擬 集資
超過 2 億美元，
安排行為德銀及
大摩。外電報道
又指，俄羅斯第
二大原油製造商
LUKOIL 總裁表
示，由於法律限
制，不會在明年
赴港上市。

AEON半年賺1.44億增8%

亞洲果業（00073）昨日公布截至 6 月底止全年
業績，期內受累於生物資產公平值變動收益淨額增長
放慢，純利倒退27.79%至7.5億元（人民幣，下同）
；每股基本盈利 0.62 元，末期息 0.13 元，計及中期
及特別股息0.05元，全年共派0.18元，按年增20%。

期內，集團錄得收入按年增 25.7%至 17.76 億元
，毛利率由去年同期的 52.3%跌至 44.6%，雖然因華
南降雨量比平常高，加上橙和果漿跌價令業務面對困
難，惟核心溢利增加8.7%至6.29億元，並於6月底錄
得現金結餘23.88億元。

集團全財年的毛利率下跌，兩大主要業務之一，
鮮橙種植的毛利率由 60.3%跌至 53.8%，集團財務董
事兼執行董事宋治強表示，鮮橙種植的毛利率下跌，
是因為鮮橙價格下跌，以及連場大雨需為夏橙釋放更
多肥料和殺蟲劑。另一業務水果加工的毛利率由34%
降至30.8%，他表示，主因公司應顧客要求增加蘋果
汁的貿易交易，而該項業務，公司僅為中間人，毛利
較低。

他解釋，公司收購北海果香園水果加工業務後，

去年開始全年收入併入公司，故而拖低整體毛利率，
但該業務毛利可達30%已屬不錯，並指，內地雨季以
及不穩定天氣，已經在8月結束，如果無特別惡劣天
氣影響種植成本，相信毛利率可提升。

宋治強表示，目前CPI回升，集團冬橙加價機會
較大，現時還不便透露加幅。他表示今年氣候不穩定
，內地鮮橙大部分為小戶農民分散種植， 「看天食飯
」，冬橙供應或會減少，而集團果園採用現代化種植
方法，受天氣影響較少。若市場冬橙供應減少，亦有
利公司加價。

至於集團產能擴張計劃，宋治強表示，預計未來
18個月資本開支近5億元，主要用作湖南種植場及廣
西百色興建廠房。而公司上財年的自由現金流 4.71
億元，加上現金充足，足夠應付資本開支。

他又預計，湖南種植場將於明年底前完成，並於
2014 年首次收成，到時可提升鮮橙產量。至於廣西
百色加工水果廠房年產量約4萬噸，原定本季投產，
他表示由於雨季影響，現時計劃年底試產，明年首季
啟用，一般而言需要三四年達至滿負荷生產。

一拖斥逾億注資附屬
第一拖拉機（00038）公布，計劃向持股 51%的附屬

「研所公司」注資1.32億元人民幣，而持有49% 「研所公司
」的中國一拖亦會注入 1.27 億元人民幣。中國一拖為第一
拖拉機母公司。通過增資，可提升拖研所公司的自主研發能
力，加快動力換檔重型拖拉機、大功率柴油機等高端產品研
發及商品化進度。

達力全年利潤跌5.8%
達力集團（00029）公布截至 6 月底止全年業績，營業

額 9421 萬元，下降 5.8%；股東應佔溢利 9155 萬元，增長
22.7%。每股攤薄後盈利 41.5 仙，建議派發末期息 2 仙，與
前年相同。

北京及上海的物業租金是達力去年重要收入來源，約有
8003 萬元，上升 11%；另有投資物業公平值進帳 5915 萬元
，增加73%。住宅單位銷售收入1418萬元，下跌50%，溢利
1072萬元，下降44%。

阿里巴巴15億拓雲系統
阿里巴巴集團公布，集團的雲作業系統（OS）

業務將獨立運行，並受集團直接管理，投資額為2億
美元（約 15.6 億港元），用以提升人才，技術和設
施方面的能力。有報道指，是次舉動顯示集團未有放
棄在手機作業系統上爭一席位。

另外，有消息指，主席馬雲已任命集團首席資料
官陸兆禧兼任雲OS業務總裁，集團首席技術官王堅
兼任雲OS業務董事長及CTO職務。

另外，北京天宇朗通通信、海爾電子集團已決定
旗下手機採用阿里雲系統。而全球第四大個人電腦品
牌宏基，原計劃成為第三家採用該系統的手機廠商，
但受谷歌（Google）施壓，上周四宏基與阿里雲系統
首款合作手機的發布會被臨時取消。

集團指，谷歌當時通知宏基，若其新產品採用阿
里雲作業系統，谷歌公司將會解除與其Android產品
的合作和相關技術授權。目前全球主流智慧手機的作
業系統包括谷歌的 Android、蘋果的 iOS 及微軟的
Windows7等。

中電信料短期難發4G牌

亞洲果業盈利倒退兩成七

▲▶加拿大尼克森石油公司股東大比數通過中海
油收購建議

▲鄭州煤機突押後下周一進行的
上市推介活動

華潤水泥未透露發債具體金額華潤水泥未透露發債具體金額

▲亞洲果業昨日公布全年業績，純利倒退二成七

◀中國電信管理層暗示短期內發4G牌的機會減
少

▲俄鋁傳與中國鋁業接觸，合作投資西伯利亞

VISION VALUES虧損收窄
VISION VALUES（00862）公布截至六月底止全年業

績，期內收入3555萬元，上升33%；股東應佔虧損143萬元
，按年縮窄 18%，若計及已終止經營業務虧損 61 萬元，虧
損總額為204萬元。每股攤薄後虧損0.14仙。

大同擬配股集資逾四千萬
大同集團（00544）公布，計劃配售最多3.45億股新股

，相當於經擴大後股本16.65%，每股配售價0.125元，較昨
日收市價0.152元，折讓17.7%，集資淨額約4270萬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