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涉及恒生等多家銀行 相關細則快將公布
首批跨境人幣貸款元月簽約
據可靠人士透露，人行元旦後會批准

前海跨境貸款細則，首批跨境人民幣貸款
協議料於一月簽訂，本港人幣離岸資金池
出路將大大拓闊。據悉，首批貸款協議的
放貸方共有多家香港銀行，當中包括恒生
銀行。

本報記者 毛麗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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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人壽註冊資本增至63億
中國太平（00966）公布，旗下太平人壽的註冊資本，

由原來的37.3億元（人民幣．下同），增加至62.3億元。中
國太平現持有太平人壽50.05%股權，將按比例出資12.51億
元，而中國太平集團及荷蘭富傑保險國際，將分別出資6.26
億及6.22億元，持股比例均維持25.05%及24.9%不變。另外
，中國太平宣布，沈可平及劉少文因要專注於附屬公司的管
理與運作，故辭任執行董事職務，並已於昨日起生效。

華電國際售寧夏發電股權
華電國際（01071）公布，向中國鋁業（02600）出售所

持寧夏發電集團23.66%股權，作價約13.62億元人民幣，折
合約16.81億港元，預計交易將帶來2.8億元人民幣收益，將
用作為營運資金。

寧夏發電集團是一家融合傳統燃煤發電及新能源發電的
綜合型發電公司，其新能源業務主要包括風力發電及太陽能
發電。華電國際表示，出售寧夏發電集團有利於優化公司的
資產架構，盤活現有資產。

港交所（00388）公布最新統計數據，2012年12
月份共收到6份上市申請，包括5份主板上市申請，以
及1份創業板轉主板的個案。總結2012年內，港交所

共收到141份上市申請，較2011年的247宗大減超過
100宗或42%。當中主板申請亦由2011年的210宗申請
，減少近一半至108宗。

另外，2012年港交所原則上批准上市申請共84宗
，而處理中的上市申請個案有65宗。報告又顯示，去
年沒有進展之上市申請個案共有91宗，略高於較2011
年的82宗。

飛達帽業未完成購孟國企業
飛達帽業（01100）公布，由於若干條件未能於2012年

12月31日或之前達成，因此收購孟加拉帽品生產商Unimas
Sportswear Ltd之80%股權一事並未於2012年12月31日完成，
待收購事項的所有先決條件在2013年第一季達成（或獲豁免
）後，預期收購事項到時將會完成。飛達於去年10月份公布
，擬以13,381,600元購入Unimas之80%股權。

另外，飛達旗下Kingdom Wood Investments Limited於
去年12月28日簽訂協議，以代價500萬美元向Oceans Alive,
LLC及Last Mango in Paradise, LLC收購一目標公司之全部
股權，目標公司主要為女裝、男裝、兒童帽品及其他配襯服
飾之名設計師、進口商及經銷商。

福記食品中期業績盈轉虧
福記食品（01175）公布，截至2012年9月30日止中期業

績盈轉虧，期內虧損1892.5萬元（人民幣，下同），每股虧
損3分，不派息。該公司去年同期純利達16.75億元。公告指
出，期內集團虧損約18,925,000元，而於去年9月30日集團之
流動負債淨額約為973,294,000元及負債淨額約963,747,000元
。該等情況顯示存在重大不明朗因素，令集團持續經營業務
的能力嚴重存疑。因此，集團或未能於日常業務過程中變現
其資產及解除其負債。

針對上市公司股價敏感資料披露法例今日正式實
施，規定上市公司必須適時披露股價敏感資料，違反
規定的公司或高級人員（包括非執行事），會被施加
民事制裁，最高罰款800萬元。就在條例實施前的一
天，有逾15間公司公布，未能符合獨立非執行董事必
須佔董事會成員人數至少三分之一的新規定，其中包
括農行（01288）、財險（02328）和北京控股（
00392）等大企業，未知是否證監會加強罰則，要董
事 「上身」而令不少專業人士卻步，以致公司難以聘
請董事。

農行公布，為符合獨立非執行董事必須佔董事會
成員人數至少三分之一的新規定，該行早前已委任袁
天凡為獨立非執行董事並已獲臨時股東大會表決通過
，但袁天凡的任職資格仍待中國銀監會核准。農行表
示，將繼續盡最大努力符合有關規定。

財險亦表示，根據上市規則第3.10A條，公司須
於12月31日或之前委任獨立非執行董事，以佔董事會
成員人數至少三分之一，而董事會現由4名執行董事
、4名非執行董事及3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未符規
定，公司擬委任至少一名新獨立非執行董事以符合上
市規定，但需要更多時間物色適當人選，公司將致力
盡快符合上市規則的上述有關規定。公司須於3個月

內委任足夠人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以符合該規則的
規定。

北京控股則指出，董事會成員總人數為16名，其
中4名為獨立非執行董事，仍低於上市規則規定獨立
非執行董事須佔董事會成員人數至少三分之一的要求
。公司強調，正致力在實際可行之情況下盡快物色適
當人選以滿足上市規則第3.10A條的要求，並將會在
適當時候另行發表公告。

王曙光辭任眾安非執董
眾安房產（00672）公布，王曙光辭任公司獨立非執行

董事、審核委員會、提名委員會及管治委員會委員；同時委
任張化橋為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審核委員會、提名委員會
及管治委員會委員；及明成海辭任執行副總裁，自2013年1
月1日生效。

公司強調，王曙光因專注其研究及教學，而明成海因專
注其個人事業，故分別辭任公司職務，與董事會並無意見分
歧，亦無任何有關彼辭任而須知會公司股東之事宜。

新股金輪天地（01232）及迅捷環球（00540
）於2012年最後一日齊齊招股，首日表現較冷淡
，惟金輪天地錄得10萬元孖展額。兩企拉開跨年
招股序幕，合共集資額最多近10億港元。

此外，據外國傳媒引述消息人士指，阿里巴
巴集團近期並無啟動上市的計劃，可能會延至
2015年底才上市。該報道指，對阿里巴巴集團來
說，於2015年底進行上市可能更有利，又稱阿里
巴巴集團的上市需取決於市場狀況，但近期確未
有上市計劃。

早前有市場消息指出，在阿里巴巴向雅虎回
購股份之後，據悉有關方面已經密鑼緊鼓準備集
團整體上市事宜，估計最快2013年年底前至2014
年初就會進行。業內人士認為，上市無疑將是阿
里巴巴集團未來必經之途，集團最終上市有望在
3-5年內實現。今年年中曾有報道引述馬雲指，

集團計劃在2015年上市，估值達1000億美元（約
7800億港元），包括旗下淘寶網、支付寶、聚划
算、天貓等業務。

人保（01339）宣布，全球發售的穩定市場
期已於2012年12月29日結束。期內，公司於國際
發售中超額配發合計10.35億股H股，約佔全球發
售項下初步提呈發售的發售股份數目的15%。此
外就10.35億股額外H股悉數行使H股超額配售
權，僅用作交付予已同意延遲獲交付彼等根據
其各自的基礎投資協議認購的H股的若干基礎投
資者。

公司稱，其發行及配發超額配發股份的所得
款項淨額約為35.09億港元，將用作招股說明
書內 「未來計劃及全球發售所得款項用途」一
節所載列的用途。人保昨天收報3.91元，上升
1.558%。

雋泰旗下NTHL自願清盤
雋泰控股（00630）宣布，於2012年12月31日，

其 兩 間 直 接 或 間 接 持 有 附 屬 公 司 Oakview
International Limited及Noble Team Holdings Limited（
「NTHL」）各自董事會議決以成員自願清盤方式自

願將NTHL清盤，並委任伍國偉會計師事務所伍國偉
及呂志傑為NTHL共同及個別清盤人。

NTHL為一間根據英屬維爾京群島法例註冊成立
有限公司，並由Oakview直接全資擁有，而Oakview
為本公司直接全資附屬公司。董事會亦已於同日批准
成員自願清盤。

此外，公司預期於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年度錄
得顯著虧損。然而，有關虧損將可能低於去年虧損，
須視乎集團無形資產若干變動影響（如有）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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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15企業獨董人數未合規

香港人民幣存款創10個月新高，2012年11
月份升2.9%至5,710億元人民幣，追近去年1月
5,760億元的水平。日前公布前海跨境人幣貸
款計劃詳情，顯示離岸人幣資金出路大大增加
，本港銀行人幣存款息口有望攀升，令資金池
更上一層樓。

市場一直有指本港人幣資金池增長大不如
前，去年首季更一度出現負增長，但金管局及
銀公會不時強調資金池充裕，增長放慢只是因
為市場對人民幣升值的期望減低。根據金管局
數據顯示，2012年11月人幣存款及存款證按月
增2.8%至6,880億元人民幣。本港人幣存款高
峰期於2011年11月達6,273億，雖然最新數據
的5,710億元與此相距甚遠，但隨前海跨境
人幣貸款計劃細節逐步公布，離岸人幣有望回
流內地，相信本港人幣資金池會獲上行動力。
現時內地公司於境內銀行借貸年利率達6%以
上，而且審核嚴謹，令部分年利率達十數厘的
借貸機構亦生意不絕。如今本港的人幣可回流
內地借予當地公司，市場龐大，利潤又比於本
地借出為高，銀行必視人民幣業務為必爭之地
，出盡法寶吸存款，人幣存息有望反彈回3厘
以上，繼而擴大資金池。

金管局昨發表的統計數字顯示，去年11月
認可機構的存款總額增加0.8%至8.15萬億元，
其中港元存款於月內上升1.2%至4.1萬億元，
反映活期儲蓄及定期存款增加；外幣存款總額
上升0.4%至4.05萬億元，當中人幣存款上升
2.9%，至5,710億元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的
人民幣匯款總額於11月份為2,430億元人民幣
，上月則為1,954億元人民幣，按月大升24.4%
，市場人士解釋，主要因為季節性因素，去年
11月的按月升幅亦達15%。11月貸款與墊款總
額增加0.9%，在香港使用的貸款增加1.2%，在
境外使用的貸款增加0.3%。由於港元貸款的增
長步伐較存款快，港元貸存比率由10月底的
80.4%，微升至11月底的80.7%。

另外，花旗香港昨宣布推出3個月人民幣
定存優惠，年利率為2.7%，最低金額為1,000
元人民幣。現時大行短期人幣存息約為2.5%至
3%。

阿里巴巴近期無意上市

自《前海跨境人民幣貸款管理暫行辦法》（以下
簡稱《暫行辦法》）推出後，前海跨境人民幣貸款實
施細則也如箭在弦。前海管理局一名不願具名的負責
人向本報記者透露，跨境人民幣貸款實施細則有望在
元旦後推出，同時，首批跨境人民幣貸款協議已走完
流程，料於本月簽訂。

貸款金額涉及數億元
據悉，首批跨境人民幣貸款協議中，包括恒生銀

行與前海開發控股有限公司的協議，這筆協議涉及數
億元人民幣，資金料將用於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
區的開發建設。前海管理局局長鄭宏傑透露，前海控
股率先參與是為探路，以便打通整個跨境貸款渠道，
而隨具體項目展開，釐清前海跨境人民幣貸款業務
的實施細則和操作流程。他表示，前海控股與恒生的
合作細節已基本確定，只等最後簽約。

另有前海管理局負責人透露，前海跨境人民幣貸
款沒有 「第一單」的概念，只有 「第一批」的概念，
首批跨境人民幣貸款協議料包括 「三五單」合作，放
貸方不局限於恒生，而是包括多家本港銀行。

放貸規模與結構方面，該負責人透露，會考慮首
批跨境人民幣貸款協議融資一方之特點，根據其企業
特性、所要投資的項目而決定放貸規模。同時，他也
表示，由於申請跨境人民幣貸款的註冊企業眾多，首
批協議的批核會考慮企業的資質、企業的行業屬性是
否符合前海鼓勵並提倡發展的產業門類。

有利推進資本帳戶開放
他透露，首批跨境人民幣貸款協議已經走完流程

，只待人行公布 「前海跨境人民幣貸款實施細則」。
他指，目前人行正在審查此項細則，料元旦後很快將
公布，同時，首批前海跨境人民幣貸款協議也有望於

本月簽署。
2012年6月27日，國務院在批覆中具體列出了包

括允許前海探索拓寬境外人民幣資金回流渠道；支持
設立在前海的銀行機構發放境外項目人民幣貸款；進
一步推進前海金融市場擴大對香港開放等八項 「先試
先行」的內容。上周四人行深圳中心支行發布的《暫
行辦法》被普遍視作前海金改 「先試先行」的落地。
根據《暫行辦法》，前海跨境人民幣貸款利率由借貸
雙方自主確定。

據了解，目前香港一年期人民幣貸款利率大約在
4.5%，而內地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為6%。考慮到利
率浮動的現狀，國內企業在內地貸款和在香港貸款的

利率差大約能達到1至3個百分點，香港的人幣貸款成
本優勢更明顯。

永亨銀行一名副行長介紹，前海跨境人民幣貸款
業務的開閘將國內資本帳戶開放向前推進了一步。此
前，境外人民幣可投資中國的債券和證券市場，2010
年8月，央行開展境外三類機構使用人民幣投資銀行
間債券市場試點。2011年12月，證監會、人民銀行、
外管局聯合發布，允許符合一定資格條件的機構投資
者，運用其在港募集的人民幣資金，在經批准的人民
幣投資額度內開展境內證券投資業務。而本次前海
跨境人民幣貸款業務的開閘，使得境外人民幣除了
可以投資債券、股票之外，還能進入信貸市場。

▲圖為前海合作區大門 本報記者唐剛強攝

▲阿里巴巴仍無上市計劃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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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銀行獨立非執董數目亦未能符合規定

港交所上市申請大跌四成

俄鋁幾國可採礦達10億噸
俄鋁（00486）宣布，與幾內亞共和國就2001年7

月21日的Dian-Dian礦權協議簽署附件十一。據此，
公司有權取得超過10億噸的鋁土礦資源，亦有權開採
及出口鋁土礦和生產及出口氧化鋁。根據Dian-Dian
項目，俄鋁持有礦場及精煉廠的100%擁有權。公司
昨天收報4.9元，下跌1.408%。

根據附件十一，俄鋁對年產能達900萬噸且可擴
展至最多1200萬噸的鋁土礦場開展可行性研究及環境
影響評估；建設年產能為300萬噸的礦場；對建設年
產能為120萬噸的氧化鋁精煉廠開展可行性研究及環
境影響評估；預期將於2015年12月31日完成。

其次，將礦場年產能擴展至最多600萬噸，以出
口鋁土礦，該項義務於2019年12月31日到期。此外，
建設年產能為120萬噸的氧化鋁精煉廠；該項義務於
2019年12月31日到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