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請酒牌轉讓啟事
雷霆餐廳

現特通告：陳偉雄其地址為香港灣仔
駱克道414號偉德大廈9字樓6室，現向
酒牌局申請把位於九龍紅磡黃埔花園
第八期地庫1層2號舖（小部分）雷霆
餐廳的酒牌轉讓給歐敬偉其地址為新
界沙田九肚山路馬料村3B一樓。凡反
對是項申請者，請於此公告登報之日
起十四天內，將已簽署及申明理由之
反對書，寄交九龍深水基隆街333號
北河街市政大廈4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13年2月16日

APPLICATION FOR TRANSFER
OF LIQUOR LICENCE
Cafe De Thunder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Chan Wai Hung of
Room 6, 9/F, Wai Tak Building, 414 Lockhart
Road, Wanchai, Hong Kong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transfer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Cafe De Thunder
at Shop 2（Minor Portion） At First Basement,
Site 8, Whampoa Garden, Hunghom, Kowloon
to Au Andrew of 1/F, Ma Liu Village 3B, Kau
To Shan Road, Shatin, N.T. Any person who
knows any reason why this transfer should not
be granted should send a written and signed
statement of the facts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4/F, Pei Ho Street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333 Ki Lung Street,
Shamshuipo, Kowloon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16-2-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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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碼頭吞吐量198萬箱跌0.7%
歐經濟疲弱拖累需求

港信用卡上季消費急增10%

蛇年伊始，豐香港區
總裁馮婉眉昨日（年初六）
親往銅鑼灣百德新街分行，
向客戶及分行員工拜年，並
向客戶及員工派紅封包，祝
願新的一年如意吉祥、事事
順景。

昨日A22版刊出的 「孟菲斯膺最繁
忙貨運機場」一文有誤。根據統計，

香港機場去年全年的貨運量約為402.5萬噸，美國孟
菲斯機場去年的貨運量約為401.7萬噸，香港機場仍
然是全球最繁忙的貨運機場。

更正：

港貨櫃碼頭1月集裝箱吞吐量
時期

2013年1月

2012年1月

2011年1月

數量
（萬標箱）

198.7

200

209.7

按年變化

-0.7%

-4.6%

+5.4%

葵青貨櫃碼頭
1月集裝箱吞吐量

進口量

出口量

總吞吐量

數據來源：香港港口發展局

數量
（萬標箱）

76.5

75.2

151.7

按年
變化

+1.1%

-3%

-1%

彭博社引述根據美國能源信息管理局的數字指出，去年或是美國自1973年以來，
首次成為液化石油氣淨出口國。分析認為，這得益於該國以頁岩為基礎的石油氣產量
躍升，又指，專門託運液化石油氣的船隻訂單，也將隨之被拉動。

據悉，去年頭十一個月，美國液化石油氣（LPG）的日出口量，達到了19.4萬桶
，超過了16.97萬桶的日進口量。美國能源信息管理局表示，這是美國自1973年以來
，首次由入口液化石油氣為主，轉為液化石油氣淨出口國。根據德國交通銀行的預測
，美國今年的海上液化石油氣貿易量，將超過1億噸，相較2010年上升16%。

Braemar Seascope又指，液化石油氣出口量大增，亦將帶動運送有關能源船隻的
訂單上升，不過，就暫時未知具體哪種船型的訂單會因此增加。該公司指出，超大型
液化氣船船隊規模將擴大，預計今年會在原來150艘的基礎上增加13艘，到2014年再
增加10艘。該船型的增加，也會縮短船隻來往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航行時間，從而亦令
美國往亞洲出口液化石油氣的運費減少，降低成本。

美國經濟復蘇緩慢，歐洲繼續衰退，拖累全球貿
易量減少，受此影響，本港碼頭的集裝箱吞吐量繼續
下滑，去年全年，本港貨櫃碼頭的集裝箱吞吐量按年
下跌5.2%。今年1月，本港貨櫃碼頭的集裝箱吞吐量
為198.7萬標箱，比去年同期的200萬標箱，減少0.7%
；不過，今年1月的情況，相比去年12月的187.1萬標
箱吞吐量，是有所回升。

葵青碼頭集裝箱吞吐量減1%
至於葵青貨櫃碼頭，今年1月的集裝箱吞吐量報

151.7萬標箱，比去年同期的153.2萬標箱，減少1%。
其中，重箱（載貨貨櫃）錄得132.9萬標箱的吞吐量
，按年跌1.9%，吉箱（空貨櫃）卻錄得6.6%的同比升
幅，報18.8萬標箱。重箱減少，吉箱增加，反映貿易
情況繼續低迷。若具體看進出口情況，入口方面，葵
青港上月有76.5萬標箱貨物抵港，同比上升1.1%，其
中進口重箱為64.2萬標箱，進口吉箱為12.3萬標箱；
出口方面，葵青港上月有75.2萬標箱貨物離港，同比
跌3%，其中出口重箱有68.7萬標箱，出口吉箱6.5萬
標箱。

深圳赤灣港區吞吐量增2.8%
至於內地港口的集裝箱吞吐量，則呈現不同程度

的增幅。與本港臨近的深圳赤灣港區，今年1月完成
集裝箱吞吐量36.3萬標箱，比去年同期增長2.8%。寧
波─舟山港1月完成集裝箱吞吐量161.2萬標箱，同比
增長13.1%。不過，內地部分港口負責人仍然對今年
的整體情勢不抱樂觀態度，原因是整個航運市場仍未
擺脫低潮，而全球運力過剩的情況短時間內亦無法扭
轉。

巴黎Alphaliner認為，2013年的集裝箱市場形勢
十分嚴峻，該機構指出，船公司被運力過剩的陰雲
籠罩已久，繼去年全球集裝箱船舶數量增長7.2%之
後，今年的整體運力預計增勢將達9.8%之多，交付
量或達到空前的規模，加劇運力過剩的情況。而
2013年的全球集裝箱船需求預計僅只增長4%至6%，
加之歐洲經濟未見好轉，可能拖累亞歐航線運力需
求量繼續降低。

香港港口發展局昨日公布的最新數字
顯示，今年一月，本港貨櫃碼頭集裝箱吞
吐量為198.7萬標箱，按年下跌0.7%，其
中，葵青碼頭的集裝箱吞吐量為151.7萬標
箱，按年下滑1%。分析認為，歐洲經濟頹
勢持續，可能拖累亞歐航線的貨運需求，
今年的集裝箱市場形勢仍然十分嚴峻。

內地傳媒早前報道，神州數碼（00861）因為在政府
採購項目中提供了虛假材料，財政部對神州數碼作出行政
處罰，判定該公司在政府採購中存在違規行為，三年內禁
止參加政府採購活動。但神州數碼其後於港交所公告稱，
目前正就相關行政處罰提出覆議，並表示政府業務銷售額
佔集團銷售總額不足0.4%，處罰不會對集團總體產業產生
重大影響。

但內地媒體認為，因作假被罰將繼續發酵。報道引述
銳財經首席分析師王政表示，從IT產品分銷商向IT服務
商轉型的神州數碼，日益看重政府等行業的採購業務，如
今政府採購的三年禁令，對其 「智慧城市」藍圖的描繪，
至少會在心理層面和品牌方面產生影響。而據了解，此番
財政部對神州數碼開出了一張3918元人民幣的罰單，原因
是後者在去年的一項政府採購項目中違規投標。

去年1月，國家廣電總局監管中心要採購一批設備，
神州數碼和浪潮北京公司均參與了該項目的投標。次月，
投標結果公布，神州數碼中標，總金額為78.38萬元人民
幣。有消息稱，競標失敗的浪潮北京公司並沒有就此罷休
，他們發現神州數碼在投標過程中存在問題。隨後，浪潮
北京公司向財政部相關部門投訴了神州數碼的違規行為。
從財政部的公告中得知，相關部門在接到投訴後展開了調
查取證，並在去年9月底作出行政處罰決定。處罰公告的
公布，則是在今年1月底。

根據波羅的海國際海運理事會（BIMCO）
的階段性預測，得益於全球原油需求量上升，
各型油輪的日均收益可能在未來六個星期，有
不同程度的增加。不過該會也指出，即使如此
，與其他類型船舶一樣，油輪運力過剩的問題
依然存在。

BIMCO指出，預計在短期內，阿芙拉型
油輪的日均收益將會增加，每艘該型油輪一天
的收益，將徘徊於1萬至2萬美元（下同）之間
。至於蘇伊士型油輪，或出現較大波動，估計
每日收益會在7千5百元至1.75萬元之間變化。
至於超大型油輪的情況，該會估計，十二月的
樂觀情勢將延續，估計每日收益將介於5千元
至1.3萬元之間。

BIMCO又預計，輕便型油輪的運營收益
也將意外上漲，估計在一段時間內，該船型
的平均收益將保持在每天1.25萬至2萬元之間
。根據市場情況，未來六周，在往亞洲的各
條運輸線上，載重為3至5萬噸的油輪，日均
收益將達到9千至1.3萬元。與之相應的，載
重為5至10萬噸（不含10萬噸）和載重在10萬
噸及以上的油輪，日均收益將達到1萬至2.8
萬元。

中國原油消耗量預期升4%
油輪收益之所以上升，BIMCO分析，是

因為全球原油需求上升，增幅雖然緩慢，但是
十分平穩。作為全球第一大原油消費國的中國
，根據國際能源總署（IEA）的預測，今年的
原油消耗量將上升4%，每日將增加38.8萬桶；
緊隨其後的俄羅斯也可能保持4.5%的用油增幅
；日本方面的情況則相反，預計今年的原油消
耗量，每日將減少16.9萬桶；不過，美國方面
，則可能重回增勢。

雖然原油需求上漲，帶動原油運輸量上升
，但BIMCO的預測，仍然傾向於認為，油輪
船隊的運力，仍然會多於實際需求。BIMCO
指，去年全年，有77艘新油輪投入使用，至於
今年，僅一月份就有11艘新油輪交付，同時有
4艘舊油輪被拆，使得去年一月的船隊增幅約
為0.5%，故預測今年的新油輪交付量會相對去
年稍多。金管局公布最新信用卡貸款調查報告，截至12月

底止，去年第四季度信用卡應收帳款總額錄得
1112.79億元，較第三季度急增10.4%。當局認為，信
用卡應收帳款總額增加，主要是因為接近年底時的節
日消費，以及持卡人以信用卡繳付薪俸稅。信用卡帳
戶總數，按季增加0.9%，總數升至1626.8萬個。

採用卡借貸金額跌0.8%
報告又顯示，期內轉期金額（即客戶利用信用卡

借取的金額）減少0.8%，至188.57億元，轉期比率由
第三季的18.9%，下降至16.9%。不過，信用卡撇帳額
由第三季的4.56億元，增加至第四季的4.82億元。由
於信用卡應收帳款錄得較大的增長，撇帳率由第三季
的0.46%，微降至第四季的0.45%。

季內為數1.16億元的經重組信用卡應收帳款，被
轉至受訪機構信用卡組合以外的貸款帳戶，低於上一
季的1.25億元。不過，拖欠金額由2.12億元增加至去
年底的2.21億元。由於信用卡應收帳款亦有所增加，

拖欠比率由九月底的0.21%微降至0.2%。

銀行投訴上月錄102宗
另外，金管局公布最新處理有關銀行投訴個案的

進度，個案已包括雷曼兄弟相關及其他非雷曼兄弟相
關的銀行產品或服務的投訴。當局於一月份共收到
102宗個案，較去年十二月份的74宗明顯增加38%。
期內，完成的個案為96宗，較對上一個月的123宗大
幅減少。截至今年一月底為止，調查工作仍在進行中
的個案為1319宗，較去年底的1313宗輕微增加。

金管局昨日披露外匯基金諮詢委員會轄下貨幣發
行委員會的會議紀錄，內容主要紀錄去年10月5日至
12月13日期間貨幣發行局的運作。貨幣發行委員會獲
悉，由於有資金流入，強方兌換保證多次被觸發，部
分反映境外投資者更多將資金轉入港元資產，以及香
港企業將發行外幣債券所得收入兌換為港元。因此，
總結餘明顯增加，貨幣基礎由1.1萬億元上升至1.176
萬億元。

委員會獲悉，金管局於今年1月7日宣布增發三個
月及六個月期外匯基金票據，以應付銀行體系流動資
金充裕，引致銀行對該等票據更大的需求。增發外匯
基金票據總值210億元。增加外匯基金票據供應的安
排，符合貨幣發行局制度的運作原則。

對風險及不穩定因素的監察方面，委員會注意到
歐洲經濟衰退繼續加深，多個地區工業生產急跌。歐
洲中央銀行於去年12月會議上暗示利率削減至零以下
水平。與此同時，美國就避免 「財政懸崖」及調高債
務上限仍未明確。

至於本港方面，經濟有略為改善的跡象。雖然通
脹壓力稍升，但在政府推出需求管理措施後，住宅物
業價格稍為回落。然而，全球貨幣量化寬鬆可能持續
多一段時間，可能引發資金持續流入，加上現時的超
低息環境，短期內仍然會對通脹及資產價格構成上行
風險。

香港信用卡貸款調查

分項

帳戶總數

按度增減

年度增減

應收帳總額

按度增減

年度增減

撇帳額

季度撇帳率

拖欠比率

2012年

第二季

1577.3萬

+2.3%

+9%

986.9億

+3.2%

+13.5%

4.75億

0.49%

0.21%

2012年

第三季

1612.7萬

+2.2%

+9.2%

1007.98億

+2.1%

+11.3%

4.56億

0.46%

0.21%

2012年

第四季

1626.8萬

+0.9%

+8%

1112.79億

+10.4%

+10.8%

4.82億

0.45%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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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數碼違規事件餘波未了

美40年來首成LPG淨出口國

▲▼今年一月，本港貨櫃碼頭集裝箱吞吐量為198.7萬標箱，按年下跌
0.7%，葵青碼頭的集裝箱吞吐量為151.7萬標箱，按年下滑1%

▲波羅的海國際海運理事會的階段性預測，得益於全
球原油需求量上升，各型油輪的日均收益可能在未來
六個星期，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康健國際（03886）昨宣布，集團昨日與高士威集團
簽臨時協議，以1.55億元向高士威買入位於荃灣大河道
10/16號及20號、登發街8/12號及安榮街7/11號登發大廈
地下2及3A號舖之商業物業，總面積約1400平方呎，現時
有關物業附帶租約。集團將以內部資源支付代價，並指購
入有關物業可收取穩定的租金收入。同時，康健執行董事
兼行政總裁曹貴子承諾，若買方未能在今年5月20日，或
買方可能順延之其他日期或之前就物業的買賣取得股東之
批准，曹貴子將購入有關物業。

馮婉眉派紅包

康健1.55億購高士威荃灣物業

據阿斯達克財經網消息，東方海外（00316）日前宣
布，由今年3月15日起，調整到中東地區冷凍貨物運費，
屆時由遠東港口到中東港口的冷凍貨運每箱將增加收費
500美元。

根據經濟通通訊社昨日專訊，中遠太平洋（01199）
公布，截至上月底的最新營運數據，該公司旗下碼頭今年
1月的集裝箱吞吐量約為509.91萬標準箱，較去年同期增
加13.9%。其中，長江三角洲地區和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吞
吐量分別按年增長20.8%和19.6%。

東方海外調整中東地區貨運費

中遠太平洋碼頭吞吐量增一成
▶金管局報告
指，去年第四
季度信用卡應
收帳款總額錄
得1112.79億
元，較第三季
度急增1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