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復星醫藥下周五公開招股

冀增加更多獨立非執董強化監察
淡馬錫傳不滿渣打管治

自渣打集團（02888）遭紐約監管機構
指控隱瞞與伊朗疑為非法的2,500億美元交
易後，一直有傳持有該行18%股權的新加坡
投資公司淡馬錫對渣打感到不滿。外電昨日
引述消息人士指淡馬錫向渣打表達對其管理
的不滿，並施壓要求該行加入更多獨立非執
行董事。渣打上星期突然委任四名獨立非執
董，令人聯想該行向淡馬錫低頭，但有消息
指，淡馬錫認為非執董人數可再多些。

本報記者 湯夢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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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交所否認裁員
對於昨日有傳媒報道指，港交所上市12年以來首次大

規模裁員，港交所發言人回應表示，集團有新業務發展，
故而有人士調動，但不涉及裁員。

昨日港交所發言人指，因配合集團未來新業務發展，
例如場外結算、人民幣產品、數據中心、商品交易等，集
團有人事調動，有部門精簡人手，亦有部門增聘人手，暫
時未有時間表公布新架構。惟市場消息指出，港交所可能
於明天公布人事架構變動。

昨日有傳媒報道，港交所已落實裁員計劃，個別部門
裁員比例介乎百分之2至3，規模較小的部門，裁員比例更
達一成。且裁員涉及各階層員工，是港交所上市12年來首
次大規模裁員。報道並引述港交所發言人回應稱，該所一
直有新業務發展，將來架構調整會適應和掌握發展機會，
而因應架構調整，所以會有個別員工變動和離開，但這不
涉及裁員。

交銀稱人幣存息可再升
交通銀行香港分行副行政總裁陳霞芳表示，本地銀行自

上季尾已開始為年底資金需求作準備，上調存款息率以吸人
民幣存款，因此估計人民幣存息或有上升空間，情況持續至
年底；而人民幣貸款方面目前還處於起步階段，資金成本上
升暫未對息差構成壓力。她又指，金管局放寬限制後，交行
有更多非港人客戶查詢開戶，現以存入人民幣為主，該行將
發展更多人民幣投資及信用卡業務。

滙豐銀行下月起將調高多項服務收費，主要涉及匯款與
跨境轉帳服務。對此，她表示交行目前沒有成本壓力，但近
期銀行業成本確有上漲，包括人工及租金等，而該行會每隔
半年檢討業務收費，但並非只會調升，一般來說，涉及分行
及人手的服務有可能上調收費，電子服務等則有下調空間，
以鼓勵客戶使用。

按揭證券公司表示，預計下半年
按揭保險申請呈現放緩。總裁劉怡翔
昨日出席電台訪問時表示，由於市場
會有波動，市民入市亦較審慎，當二
手市場成交放慢，按揭申請宗數亦會
減慢。

美國再推第三輪量化寬鬆（QE3
）措施，以及歐洲央行的無限買債計
劃，將令市場流動資金增加，而金管
局為遏止潛在炒風，適時推出針對第
二套按揭的樓市調控措施。劉怡翔指
出，由於按揭證券，客戶以上車客為
主，主要是作自住用途，並非炒賣，
故整體按揭申請宗數未有太大變化，
而二手的申請則受投交所影響。他補
充，由於整體按揭保險申請與上半年
相若，故預計下半年盈利將與上半年
約5億元持平。

按揭證券上月推出安老按揭計劃

的優化措施，包括降低申請門檻至
55 歲，以及提高樓價上限至 1200 萬
元。劉怡翔表示，新安排公布接獲的
長者查詢有所增加。安老按揭自去年
7 月推出至今，獲批宗數已達 280 宗
，預料至今年底累計可達300宗。

目前樓價高企，被問及按揭證券
會否擔心，公司接受抵押的物業會摸
頂。劉怡翔回應指，銀行和保險業對
風險較為嚴謹，但公司以較長遠的角
度來看待安老按揭，若以 60 歲申請
人而言，按揭年期可達 20 至 30 年，
故樓價波幅已在公司預料之內。

談及小型信貸計劃，劉怡翔透露
，自 6 月底推出以來，共收到 140 多
宗申請，其中有 43 宗是連同有計劃
書的創業貸款申請，至今已批出 12
宗，顯示市場反應理想，預計未來申
請及批出宗數均會持續增加。

投資者在上市公司季度業績公布前入市態度審慎
，港股全日窄幅上落，高低波幅只有112點，收市時微
升19點。大市保持升勢，全靠滙控（00005）撐場，昨
日股價破頂，升 1.7%。體育用品股又被熱炒，特步國
際（01368）急升10%。

歐債問題仍存在諸多不明朗因素，加上美股及中
資股將陸續公布業績，打窒投資者入市步伐；恒指高
開26點後，一度倒跌53點，但沽盤不多，指數隨即掉
頭回升，收市時保持升勢，微升 19 點，報 20904 點。
國指則升 20 點，報 9848 點。主板成交額 482 億元，較
上日增加4億元，若扣除太古集團配售的48.8億元太古
地產（01972）股份上板成交額，主板成交額便降至
433億元。

滙控繼續在關鍵時刻成為大市火車頭，股價升
1.7%，報73.85元，兼且創52周高位；單隻股份為恒指
貢獻 56 點，抵銷中海油（00883）、中移動（00941）
下跌的影響。國際油價下跌，中海油股價跌 1.6%，收

15.58元；中移動股價回吐0.5%，收86元。太地遭大股
東出售股份，股價跌2.9%，收23.25元。

瑞銀在黃金周假期前唱好體育用品股，相關股份
昨日又見買盤追貨，特步股價升10.5%，收3.03元；李
寧（02331）亦不弱，股價升8.8%，收4.66元。反而近
期強勢的本地地產股則要 「唞一唞」，九倉（00004）
跌 2.4%，收 52.95 元；信置（00083）跌 0.7%，收 14.32
元；不過新世界（00017）股價卻再破頂，升2.6%，收
12.5元。

內地旅客在港減少對奢侈品消費，鐘表珠寶股繼
續走低，東方表行（00398）股價跌4.4%，收2.38元；
謝瑞麟（00417）跌 2.1%，收 4.5 元。內地反日情緒高
漲，與日本車企合資生產汽車的廣汽集團（02238）股
價破底，跌0.9%，收4.79元，跌至52周低位；東風汽
車（00489）亦曾破底，一度低見 8.54 元，收市報 8.64
元，無升跌。

本港新股市場沉寂已久，或於本月底終於迎來重
磅股份。據市場消息透露，在上海A股上市的復星醫
藥，將於本月12日（下周五）至本月17日公開招股
，17 日定價，本月 25 日掛牌，集資 6 億美元（約
46.8億港元）。

市場消息稱，復星醫藥已展開上市前初步推介，
擬於本月 11 日（下周四）起正式路演。另據路透社
旗下IFR消息，公司將簽訂一些基礎投資者，如英國
保誠，和世界銀行旗下的國際金融公司。該公司的上
市安排行有摩根大通、瑞銀、中金、農銀國際及德
銀。

據早前消息，復星醫藥原擬上月底 「試水溫」，
惟因市況欠佳推遲路演，最新的市場消息也指出，現
時的上市時間表，或會視乎正式路演前投資者的反應

而推遲招股。此外，復星醫藥初步招股文件指，該公
司預測截至今年12月31日止年度股東應佔綜合溢利
不少於14.9億元人民幣，派息率不低於10%。

據悉，復星醫藥於 2009、2010 及 2011 年度股東
應佔盈利分別為25.01億、8.64億、11.66億元人民幣
，截至今年6月底止6個月，則為7.02億元人民幣。
此外，公司於 2009、2010、2011 年，毛利率分別為
32.2%、34.1%及 38%，於今年 6 月底止 6 個月毛利率
則為44.1%。

另據內地《華夏時報》報道，銀河證券A+H上
市有進展，H股上市的主承銷商成員已經從8家投行
中選定3家，其中高盛、摩根大通和瑞銀證券在遴選
過程中得分居於前三，因而入選。但承銷團內部消息
則表示，最終承銷協議尚未簽訂。

消息人士又稱，銀河證券 2012 年上市的可能性
不大，最快也要等到2013年上半年。

另據路透社旗下IFR，亞美大陸煤氣層最快將於
本月為其香港上市交易進行推介，計劃募集資金約2
億美元。據媒體稍早前報道，該公司於 2011 年被華
潤電力旗下的華潤煤業收購，過去三年連續錄得淨虧
損。摩根大通和巴克萊任聯席保薦人。

IFR消息又指，位於遼寧瀋陽的輝山乳業已正式
邀請投行爭取其 2013 年來港上市的交易，要求投行
於內地長假過後提交上市提案。估計是次上市融資規
模約6億美元。

該公司是東北地區最大的乳品企業。周大福
（01929）是其上市前投資者之一。

蘇皇：人幣或五年內自由兌換
蘇格蘭皇家銀行（RBS）發表最新研究報告，預期人民

幣逐步實現國際化，並將在五年內實現資本項目下自由兌
換。RBS又相信，內地或趁國基會在2015年檢討特別提款
權的貨幣籃子時，會要求把人民幣納入 「籃子」內。

繼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理事長戴相龍上月看好人
民幣在三、五年內有條件實現資本項目可自由兌換，RBS
亦加入唱好行列。RBS 相信，中國政府在未來五年內會開
放人民幣資本項目下自由兌換，建立多元化人民幣跨境雙
向流動渠道；取消所有額度限制並簡化申請、審批流程；
促進人民幣在國際貿易、投資中的使用。

RBS 亞洲新興市場本地市場策略主管謝汶君稱，美元
、歐元備受壓力，令到全球投資者需要尋找替代儲備貨幣
，而全球環境利好人民幣。謝汶君估計，當IMF於2015年
重新評估特別提款權的貨幣籃子時，內地或會要求把人民
幣納入 「籃子」內；屆時各國央行便要持有人民幣，從而
加快人民幣成為世界儲備貨幣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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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海嘯後，渣打供股籌集32.58億英鎊，淡馬錫亦承諾參與供股。

淡馬錫發行最多8億新加坡元，三年期零息可換股債券，所換股份正為渣打股份，
市傳此舉有意減持渣打。

紐約州金融局突然向渣打發出指令書，指控集團與制裁國伊朗進行非法交易，涉
及2,500億美元，又揚言吊銷其紐約分行牌。

市傳淡馬錫有意放售18%渣打股權，市值約60億英鎊，暫時未出現合適買家。

懷疑受淡馬錫施壓，上星期突然委任4名獨立非執董，包括平保前總經理張子欣。

知情人士透露，渣打董事會成員中有6名執行董事
，但淡馬錫認為16名成員中，只要有一名行政總裁便
足夠，其餘應全是獨立非執董。渣打方面卻認為，此
安排違反英國管治條例。雖然淡馬錫暫時未有計劃出
售渣打股權，但於5月渣打重選非執董時投棄權票，被
視為以行動宣泄不滿。

期後渣打發表聲明，指淡馬錫作為長期投資者，
與渣打關係緊密，投棄權票只是誤解了英國企業管治
要求，對方已表明此舉並非向渣打提出抗議，投票取
向不代表不滿意董事或管治策略。

雖然渣打否認受淡馬錫施壓，但該行上星期突然
委任四名獨立非執董，包括平保前總經理張子欣，並
表示會持續檢視董事會架構，令市場聯想渣打向淡馬
錫低頭。新安排下，新非執董將於今年 11 月及明年 1
月加入，但該行上星期表示，董事會成員數目會與現
時相若，其他相關的安排會於 2013 年 5 月的年會公布
，所以現時難估計渣打董事會內非執董的佔比。

近年一直有意減持
雖然淡馬錫沒有在該行董事會佔一席位，但於7月

最新一期年報中強調，公司主張董事會管理獨立，不
支持過多的執行董事，以提供更有效監督。有消息指

，淡馬錫希望渣打減少現時為數6名的執行董事，且認
為非執董人數可再多些。淡馬錫未有公開理想的非執
董比例，如以公司持有3成股份的星展為標準，9個董
事局成員有7個是非執董，佔近8成；而公司持有超過
5成股份的新加坡電訊，10個董事局成員有7個是非執
董，佔比7成。

淡馬錫於 2006 年首次買入渣打股權，近幾年一直
有減持意慾，而該行亦因市場佔比迅速增長及強勁的
資產負債表，吸引不少買家關注。但因淡馬錫想以溢
價減持，而現時市況要找銀行買得起這批市值90億美
元的股份難度極高，加上未來幾年逐步落實巴塞爾資
本協定三，要求持有其他金融機構股權的銀行大幅增
加資本，銀行家及分析師均表示新協定阻礙大行收購
活動，所以淡馬錫要找合適買家可謂難上加難。

渣打業績表現不俗
渣打近年業績不錯，因業務主要集中於發展中市

場，屬少數可於金融危機中保持增長的大行。淡馬錫
自 2006 年持有渣打，去年曾發行三年期零息可換股債
券變相減持渣打股權。今年8月紐約州金融局指控該行
進行非法交易，向渣打發出指令書，並揚言吊銷其紐
約分行牌照，令淡馬錫離場意慾傳得更盛。

強積金九月份回報3.09%
基金分析及研究機構理柏（Lipper）發表最新強

積金報告，綜合443 種基金類別，9月份平均總回報
為3.09%，較8月份的0.37%顯著抽升。其中以港股表
現最強，回報率由負 1.16%，顯著反彈至錄得 6.73%
正回報，較總回報高出超過1倍，而中國股票回報率
以 6.38%屈居亞軍，而亞洲太平洋股票以 6.16%排名
第三。

按資產類別而言，股票基金以4.73%跑贏其他資
產類別，環球股票回報率為3.59%，較8月份的1.43%
翻了一番，而歐洲股票則由 4.04%，下降至 2.87%，美
股回報亦由2.79%回軟至2.4%。債券基金表現亦有改
善，由8月份的0.32%，上升至0.93%，惟港元債券回報
，由 0.11%降至僅 0.02%，表現為所有基金類別之中
最低。另外，受惠於股票基金表現突出，混合式基金
回報，由0.63%急升至2.9%。貨幣市場及保證或基金回
報，亦分別由0.02%及0.11%，上升至0.06%及0.56%。

總結今年第三季度，強積金的平均總回報為
4.66%。其中，亞洲太平洋（不包括日本）股票回報
以 9.11%稱冠，歐洲股票以 8.88%緊隨其後，而韓國
股票回報以8.78%排名第三，港股及中國股票回報分
別為6.95%及3.2%。

▲恒生指數昨日收市微升19點

體育股熱炒 特步漲一成

按揭保險申請料放緩

▲渣打是少
數能夠在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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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繼續保持
增長的銀行

▲按揭證券公司總裁劉怡翔

▲交通銀
行香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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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裁陳霞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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