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強調雙方關係良好 惟券商存憂慮

利豐與沃爾瑪新約增毛利
利豐（00494）近年可謂忙於整固，

那邊廂研究重組業務架構，這邊廂又要應
付第二大客戶沃爾瑪（Wal-mart）的新協
議，市場將之解讀為削減訂單。利豐管理
層反駁，表示與沃爾瑪關係良好，相信新
協議為利豐帶來更高的毛利。對於管理層
的 「解畫」 ，投資者似乎並不收貨，券商
更憂慮新協議會對利豐帶來結構性隱憂，
沃爾瑪最終或會終止與利豐的合作，拖累
該股昨日再跌近1%。

本報記者 李潔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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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電報道，日本第
二大券商大和證券集團
擬於香港衍生工具部門
裁減 50 人，另或會縮小
本港投資銀行及股票研
究部規模，實行成本削
減計劃。該公司發言人
表示，將關閉在本港的
股票，貨幣和利率衍生
工具場外交易部門，影
響30至50名員工。

大和年初已於香港
各個部門裁減共 60 名員
工，約為員工總數的10%
。自去年 10 月起，大和
證券在亞洲和歐洲共裁減500個職位，進一步削減成本以應
付海外虧損。駐東京巴克萊分析師表示，大和本財年第一季
度在海外蒙受損失，額外削減成本是無可避免；亞洲投資銀
行市場競爭日趨激烈，大和透過裁員等手段削減成本，以改
善海外業務盈利。日經新聞早前報道，大和計劃將支出削減
目標由600億日圓提升至700億日圓（約70億港元）。

證券業裁員一浪接一浪，本月初野村證券公布在香港、
新加坡等亞太區投行部門裁員45至60人，佔總人數一半，
同時有傳德意志銀行於香港及東京共裁員 85 人，據悉香港
的股票部門已裁減約40人，佔該部門僱員總數的10%。

利豐上周突然宣布，更新沃爾瑪的採購協議，由
原本為整個集團服務，改為只替旗下Sam's Club提供
直接採購，另外的Wal-mart美國及Wal-mart國際，
則會按 「指定類別」及 「若干市場」提供服務。證券
界認為，有關新協議似乎等同被削定單。

《彭博》引述利豐行政總裁樂裕民（Bruce
Rockowitz）反駁，跟沃爾瑪簽訂新協議，並非因沃
爾瑪計劃進行更多直接採購，他形容與沃爾瑪的關係
是 「前所未有般良好（better than ever）」。

瑞信維持跑輸大市評級
樂裕民提到，兩年前與沃爾瑪簽訂採購協議時，

特意成立Direct Sourcing Group（DSG）部門，沃爾
瑪當時要求獲授予認購期權，只是擔心一旦 DSG 經
營不佳，便可購回自行營運。他表示，現時 DSG 業
務已上軌道，故沃爾瑪才放棄行使有關期權。他續說
，DSG 上半年已達到收支平衡，預料下半年更可錄
得盈利，明年盈利將更為顯著。

雖然利豐管理層並不認為 「被削減訂單」的說法
，但面對全球經濟前景一蹶不振，環球企業紛紛削減
成本自保，包括自行成立採購部門，避免中間採購
「食水深」、蠶食企業利潤。

瑞信發表研究報告認為，雖然與沃爾瑪訂立的新

協議，對利豐短期影響不大，但估計沃爾瑪有機會逐
漸增加自行採購，最終甚至終止與利豐的合作。另外
，該行憂慮其他客戶亦會增加自行採購，反映利豐近
兩年的利潤率收窄，與行業周期性無關。該行維持利
豐 「跑輸大市」評級，目標價10.4元。

股價三日跌幅逾半成
除了減少向利豐採購，沃爾瑪亦表明放棄行使認

購採購部門 DSG 的權利。瑞信表示，沃爾瑪放棄認
購權，主要因為認購權非價內，由於 DSG 業務完全

依賴沃爾瑪的採購訂單，故沃爾瑪放棄認購權，意味
着DSG未來發展將有所局限。

滙豐證券指出，利豐與沃爾瑪早在合作初期，便
已強調要為公司管治制定安全網，但在逾兩年的合作
後，估計沃爾瑪已不再需要行使認購期權收購 DSG
。該行認為，這有助消除利豐的不明朗因素，故維持
「增持」評級，目標價17元。

利豐股價持續偏軟，昨日早段跌 2.5%至 11.9
元低位，收報 12.08 元，跌 1%，3 個交易日累積跌
5.2%。

大和證券傳裁50港員工

Hibor新報價行下月運作
市場消息指，受託檢討港元同業拆息（Hibor）的財資

市場公會（TMA）將完成報價行更新名單，傳加入銀行包
括建行及工銀亞洲，而大新銀行（02356）亦正進行商議。
除了早前表明退出報價的蘇格蘭皇家銀行（RBS）外，據悉
新加坡華僑銀行（OCBC）亦可能不再擔任報價行。如檢討
工作順利，更新名單後的報價行最快可於10月運作。

消息又指，Hibor報價機制目前的檢討重點是報價時的
參照原則，即報價行根據什麼指標釐訂報價，特別是較長期
限（3個月或以上）的港元拆借息率。現時較長期限的拆借
率因沒有成交紀錄，代表性不足，檢討小組仍需時討論同年
期外匯基金票據債券孳息率或港元掉期利率的參考價值，以
參照更具透明度及公信力的標準報價。

澳中銀續任人幣清算行
中國人民銀行公布，與中國銀行澳門分行續簽《關於人

民幣業務的清算協議》，授權中國銀行澳門分行繼續擔任澳
門人民幣業務清算行。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自 2004 年 9 月被中國人民銀行選為
澳門個人人民幣業務清算銀行，並於同年11月起提供全面
人民幣存款、兌換、匯款和銀行卡業務服務。

香港樓市愈炒愈癲，本地地產股便愈升愈有；除
九倉（00004）、新世界（00017）股價相繼破頂，市
場掀起二三線地產股尋寶熱潮，大落後的 「莊士系」
莊士中國（00298）、莊士國際（00367）股價雙雙飆

逾 7%。另邊廂，過氣熱炒股 「殼股三寶」遭莊家
「炒完即棄」，僑福企業（00207）股價挫9.5%。

恒指昨日低開 123 點後，指數跌幅一度擴大至
231點，幸內地A股先跌後反彈，拉動港股在中午收

市前曾經倒升 45 點；大市下午開市後欠缺明顯方向
，最終收市時又告回落，恒指跌40點，報20694點。
國企指數則跌37點，報9767點。主板成交大萎縮，
只有396億元，較上周五減少142億元。

投資者買股唔買市，機會仍然處處有。本地地產
股自六月份轉強後，升勢持續至今，並且由一線大藍
籌，伸延至二、三線地產股。藍籌地產股昨日逆市向
上，獲花旗列為亞洲首選的九倉、新世界昨日一齊破
頂，創52周高位。九倉升0.7%，收52.75元；周三公
布業績的新世界，股價再升1%，報11.4元。

大型地產股小步上漲，二、三線地產股卻昂然大
踏步。獲多家媒體股評大合奏唱好的莊士中國及莊士
國際，兩隻股份昨日不約而同受捧上升，分別升
7.7%、7.5%，報 0.485 元、1 元。大戶愛炒不講理，
華人置業（00127）在澳門的樓盤隨時被沒收，但股
價顯著上升 5.8%，收 10.38 元。嘉華國際（00173）
股價升勢停不了，昨日漲3.8%，收3.75元。

相對地，曾經炒爆的 「殼股三寶」，在莊家完成
托價散貨後，近期股價逐級走低。憧憬大股東中糧集
團會注入內房資產的僑福企業（00207）跌9.5%，收
報4.38 元；被萬科看中的南聯地產（01036）股價跌
3.3%，收 13.14 元。獲招商地產買殼的東方實業
（00978），股價跌1.2%，收1.6元。

停牌長達兩年半的洪良國際（00946），昨日遵
照原訟法庭頒布的命令，寄發有關購回股份的要約文
件及表格，股東須於10月29日下午四時或之前作出
回覆，公司將於 11 月 6 日或之前寄發支票。假使所
有股東接納購回要約，洪良將向約 7700 名股東支付
合共 10.3 億元，並成為歷來首宗因招股書資料失實
，而向投資者作出賠償的案例。

不過，倘若於最終接納日（10 月29 日）為止，
購回股份的要約佔整體少於50%，按證監會及管理人
指示，公司將把要約時間延展28日到11月26日為止
，即一眾散戶可能要到今年底才獲退款。

台資公司洪良國際於 93 年創立，主要業務是在
內地經營有休閒服品牌及布料生產。09 年底在港招
股上市，集資 10 億元。然而，上市不足三個月，公
司因違反《證券及期貨條例》遭證監會勒令停牌，並
要求法院凍結其資產。負責洪良上市核數工作的畢馬
威會計事務所，率先被監管機構懲治。

2010年4月，廉署起訴洪良核數師畢馬威前高級
經理梁思哲向代理人提供利益。雖然最後行賄罪名不
成立，但法庭提醒中介人需小心行事。同時間，洪良
宣布授權公司審計委員會，就證監會指控進行調查，
委員會成員包括兩名獨立非執董，並會在外聘請獨立
律師及會計師，負責調查工作。

洪良公司於同年8月份公布調查結果，承認內部
審計委員會初步調查結果發現，招股書的陳述不可靠
，董事會決定向投資者作出賠償。不過，監管當局未
有就此收手，證監會重申將繼續調查洪良，而涉及
10 億元的資產亦會繼續被凍結，直至證監會的調查
有結果為止。

作為洪良唯一上市保薦人的兆豐資本，遭證監會
撤銷其就機構融資提供意見的牌照，並罰款 4200 萬
元。證監會指其盡職審查工作未達標，包括未有核實
洪良及特許經營商的交易紀錄，以至向供應商收集資
料，僅在洪良遞交上市申請當日以電話倉卒進行。兆
豐資本前董事總經理康曉龍，亦被撤銷擔任代表的牌
照。

唯冠國際（00334）昨日公布，該
公司 6 月 13 日向聯交所遞交復牌建議
，而聯交所本月 14 日致信公司，認為
復牌建議不可行，決定根據指引取消股
份上市地位。唯冠今日決定遞交尋求覆
核的申請。此事如有重大進展，公司將
另行公布。該公司已進入除牌程序第三
階段，若此次申請復牌仍然不獲通過，
公司將會從港交所除牌。

唯冠股份於2010年8月2日起暫停
買賣，當時前主席楊榮山被法院頒令破
產，該集團陷入財困。當年 11 月，中
國內地法院完成審理若干銀行向唯冠國
際集團多間公司提供近 5.66 億元貸款
的申索案，作出判決並頒布強制執行令
，將有關公司的資產凍結，以支付申索
。唯冠表示，有關資產佔集團總資產的
大部分。此後，唯冠債權人富邦保險又
向法院申請該公司破產，廣東省法院在
今年9月終審宣判時判定其資產價值低
於原審自認的債務2.8億美元，由深圳
市法院受理其破產清算案。

唯冠旗下深圳子公司，於2000年1
月向國家工商總局商標局申請了 iPad 的商標註
冊，並曾指控蘋果公司在商標交易中涉及欺詐
行為，要求對方賠償損失。今年3月，內地法院
判決唯冠於一審判決中勝訴，唯冠因此可獲得
蘋果 6000 萬美元的賠償用於減債，今年 8 月又
拍賣深圳廠房獲得 2.37 億元人民幣用於減債，
唯冠雖然贏了蘋果，主動減債並申請復牌，然
而巨債重壓之下，仍然難以 「起死回生」。

滙控第二次股息0.69元
滙控（00005）第二次中期股息為0.09美元，集團昨日

公布按9月24日上午11時或前後所報的遠期匯率定價，故
港元及英鎊的股息分別為0.697743港元及0.055538英鎊。

第二次中期股息將於 10 月 4 日派發予於 8 月 16 日（香
港股東）或 8 月 17 日（英國股東／百慕達股東）的股東名
冊上，股息將以美元、英鎊或港元，或該三種貨幣組合之現
金分派，並附有以股代息選擇。

渣打將租用中環富臨閣
渣打香港確認，將於 2014 年初租用中環交易廣場 「富

臨閣」重建工程後全部樓面，惟未有披露具體承租細節。置
地公司於去年底宣布， 「富臨閣」重建計劃涉資5.6億元，
重建後將樓高七層，包括五層辦公室，總樓面面積逾4.8萬
平方呎，較重建前面積高出約15%。

港交所（00388）董事會公布，因應最近市
況及投資者的回應，其擬向市場集資，發行本
金額為 4 億美元的定息可換股債券，為其於今
年6月15日所公布以現金收購LMEH全部已發
行普通股本的推薦建議提供資金。

公告指出，港交所董事會已考慮過多個融
資方案。董事會公布，基於近期市況及投資者
的回應，其擬向市場集資，發行本金額為 4 億
美元的定息可換股債券。港交所將向證監會申
請批准可換股債券，及港交所將於可換股債券
轉換時發行的股份上市及買賣。

如建議提呈發售的可換股債券完成，港交
所將可紓減其於2012年6月15日就收購事項訂
立的銀行融資中已承諾的借款額。董事會認為
，發行可換股債券符合港交所股東的最佳利益
。董事會現時擬將股本負債比率維持在審慎水
平，大致不超過40-50%。

料股份攤薄約2%
港交所於昨日的通告內，未有披露債券發

行細節。以昨日收市價118.9元作推算，假使4
億美元（折合約31.2億港元）債券全數轉為港
交所股份，相當於可換取約2624萬股，相當於
佔已發行股本 10.8 億股的 2.42%，或佔已擴大
後股本約11.06億股的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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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豐稱與沃爾瑪合作關係良好，新協議有助
提高盈利水平

▶港股昨日先急跌後回穩，地產股受追捧

洪良國際賠償流程
日 期

9月24日

10月15日

10月29日（下午4時）

10月29日（下午7時）

11月6日

內 容

向股東寄發文件及表格

提醒最後接納日期公告

最後接納時間

購回要約結果公告

寄發支票最後日期

▲洪良成為歷來首宗因招股書資料失實，而向投
資者作出賠償的案例 資料圖片

▲大和證券集團擬於香港衍生
工具部門裁減50人

熱炒落後地產股
（單位：港元）

莊士中國（00298）

莊士國際（00367）

華人置業（00127）

南華置地（01855）

嘉華國際（00173）

香港興業（00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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