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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色收購水務和能源項目
新創建核心盈利15億升33%
新創建（00659）昨公布，截至去年12

月31日止中期純利為21.06億元，按年跌
38%，主因是2011年同期分拆新礦資源（
01231）上市，錄得約18億元的一次性收益
，若扣除有關收益，2013財年中期核心純利
則升33%至15.8億元，每股盈利0.59元，派
中期息0.29元，可以股代息。新創建執行董
事曾蔭培表示，除內地外，集團亦於本港、
不受財務困擾的歐洲國家及澳洲等物色收購
機會，主要留意水務和能源相關項目，並期
望新收購項目之目標回報率可達10%。

本報記者 李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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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海油完成收購尼克森

在九巴獲准加價4.9%後，市場關注城巴及新巴會否
申請加價，新創建（00659）執行董事曾蔭培表示，集
團已為旗下交通業務的燃料成本進行短期燃油對沖，而
除燃料外，其他成本均有上升壓力，但旗下的新巴及城
巴暫無計劃申請加價。

被問及九巴出現虧損，獲政府批准加價，但新創建
的交通業務經營溢利仍升2%至9320萬元，曾蔭培解釋
，旗下新巴及城巴，與九巴的路線及涵蓋範圍不同，不
能作直接比較，未來經營壓力仍然主要來自油價。在
2013財年中期，新創建的交通業務經營溢利升2%，主
要由於車費收入及廣告收入增加所致，而燃料成本對沖
安排使燃料成本得以保持穩定。新世界第一巴士公司的
專營權及城巴公司的機場及北大嶼山巴士網絡專營權已
獲續期10年，新專營權將在現有專營權分別於2013年7
月1日及2013年5月1日屆滿後生效。

新巴城巴無意加價

內地媒體《深圳新聞網》引述報
道，交通銀行（03328）深圳分行計劃
斥資近30億元人民幣，向和黃（00013
）旗下和黃地產與中航地產合作興建
的 「世紀匯廣場」，據悉交行將會用
作總部，有關方面均有對消息作出評
論，交易一旦屬實將成為深圳近32年
以來最大單一交易。

位於深圳華強北的世紀匯廣場，
總建築面積達82萬平方米，包括樓高
48層的甲級寫字樓，辦公面積為7.9萬

平方米，其餘部分為五星級酒店、服
務式公寓、購物中心、商務公寓及步
行商業廣場，項目已經封頂，進入銷
售階段。

報道引述銷售人員指，該棟寫字
樓原本打算只租不售的，但開發商與
交通銀行深圳分行商討後決定出售，
並已於上周成交，共購入當中27層，
售價介乎每平方米5.1至5.3萬元人民
幣。

交行擬30億購世紀匯廣場

太平洋恩利（01174）旗下中漁提出以最多6億美元，收
購挪威及秘魯上市的Copeinca ASA股份。資料顯示，
Copeinca ASA主要業務為生產魚粉及魚油，覆蓋從捕撈到
分銷的完整魚粉及魚油價值鏈。另外，新加坡上市的中漁
宣布供股，一供一集資2.44億坡元，折合約21.55億元，籌資
所得金額將用作該項收購。

■太平洋恩利子企續海外併購

據《新華社》報道，寶馬集團品
牌銷售及市場行銷董事羅伯森表示，
寶馬未來在中國市場的戰略持續性，
不會受到管理層變動所影響，而寶馬
與華晨（01114）的合資企業，正在發
展一個新品牌的項目。這將是一個全
新的事物，也是在寶馬和迷你（MINI）
之外的一個全新品牌，預計未來一至
兩個月的時間對外正式發布。

對於中國汽車市場未來的發展基

調，羅伯森表示充滿信心。中國汽車
市場過去幾年逐步走向成熟，雖然不
會出現30%至40%的增速，而是更溫和
地增長，但相對世界其他市場而言，
中國的增長率依然相當巨大。

寶馬集團大中華區新任總裁兼首
席執行官安格補充，集團預計在中國
的增長可達兩位數字，以去年數銷
量推算，相當於個別歐洲市場的總
銷量。

寶馬華晨聯手發展新品牌

新創建業績表
分項

收入
純利
核心溢利
每股盈利
中期息

金額（億港元）
79.71
21.06
15.8
0.59元
0.29元

變化（%）
+15
-38
+33
-42
-42

香港電訊全年業績摘要
（單位：港元）

分項
總收益
EBITDA*
．電訊服務
．流動通訊
股東應佔溢利
經調整資金流
每單位資金流
每單位末期分派
截止過戶日
派息日
*為除息、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

2012年
183.7億
76.7億
71.3億
7.4億
16.1億
26.7億
41.64仙
21.58仙

5月16日至20日
5月28日

按年變幅
+6%
+3%
+2%
+44%
+32%
+12%
+12%
+542%

華人飲食集團（08272）董事會昨發出通告表示，計劃
把該公司股本十合一，使每股面值由0.001港元合併0.01港元
。而有關股份合併須待股東在股東特別大會上批准後，方可
作實。同時，該董事會亦建議在股份合併生效後，隨即把每
手買賣單位由5000股股份改為20000股合併股份。該董事會
又表示，下月27日或之前將寄發通函連同股東特別大會通告
予股東，4月16日舉行等股東特別大會並公布結果，4月17日
則股份合併生效。

此外，華人飲食涉及收購的 「富豪飯堂」福臨門於周一
入 選 由 英 國 威 廉 ． 里 德 商 業 傳 媒 （William Reed
Business Media）舉辦的2013年度亞洲50最佳餐廳名單，並
排名48位。

■華人飲食擬股份十合一

受去年下半年惡劣天氣影響，以及內地工資上漲導致成
本增加，亞洲果業（00073）公布，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
六個月中期業績，核心盈利減少22.7%至2.495億元人民幣（
下同）。期內，收入減少14.5%至8.92億元，純利減少46.6%
至2.124億，每股盈利0.174元，中期股息0.03元，特別股息
0.02元，與去年同期持平。執行董事唐雄偉表示，為抵銷當
季水果失收可能對加工業務所帶來的影響，公司初步研究拓
展玉米及紅豆等粗加工業務。

亞洲果業半年賺2億跌47%

受惠流動通訊EBITDA（除息、稅、折舊及攤銷
前盈利）急升逾四成，香港電訊（06823）2012年股
東應佔溢利為16.1億港元，增長32%，略遜市場預期
。每單位末期分派21.58仙，股息回報為5.9厘。持有
香港電訊63.07%權益的電訊盈科（00008），獲分派
末期息達16.85億元，主席李澤楷個人直接持有5.38%
香港電訊，因而獲派末期息1.44億元，全年淨袋股息
超過2.1億元。

香港電訊去年EBITDA升3%至76.7億元，其中旗

下流動通訊業務表現突出，相關EBITDA升44%至
7.36億元，用戶數達164.5萬名，綜合後付ARPU（每
月每戶平均收入）由184元急升至206元。期內集團
經調整資金流（AFF）為26.72億元，按年升12%，每
單位資金流為41.64仙。

被問到競爭對手香港寬頻近年針對搶攻客戶，
香港電訊董事總經理艾維朗認為，過去一年市場出

現良性競爭，亦無非理性價格調整，相反市場更為
穩定，個別電訊商下調價格僅為宣傳伎倆，不代表
價格戰。

電訊商下調價格非價格戰
香港電訊去年為吸納客戶而增加手機補貼，連

同牌照費用等支出合共17.2億元，增加21%，同時為
提升網絡滿足高速光纖寬頻服務等需求，資本開支
增至19.45億元，佔收入比重9.2%。集團表示，預期
2013年資本開支佔收入比重，維持在10%水平以內。

對於蘋果iPhone 5登錄本港時，啟動智能卡鎖
定（SIM Lock），僅數碼通（00315）、3香港及
CSL客戶可享用iPhone 5的4G功能，香港電訊旗下
PCCW Mobile一直遭拒諸門外，繼以蘋果做法違反
《電訊條例》為由，向通訊局投訴卻不獲受理，日
前再向高等法院提出司法覆核。

「受夠了！（香港電訊）一直很有耐性，承受
由封鎖造成的商業損失……這是白紙黑字，是絕
對不能接受的。」艾維朗又舉例說，倘若豐田車廠
製造汽車，卻定明使用者不能駕駛某條道路，認為
是於理不合。

這邊廂忙向蘋果公司開戰，那邊廂香港電訊
亦為3G頻譜事宜而煩惱。對於港府建議把收回部分
3G頻譜重新拍賣，艾維朗表示強烈反對，認為對用
家及電訊商毫無效率可言，認為有關牌照應自動更
新。

香港電訊昨日股價在公布業績前偏弱，低見7元
，收報7.04元，跌近1%。

香港電訊股息回報5.9厘

中海油（00883）昨宣布，完成收購尼克森（Nexen
Inc.）的交易，收購尼克森的普通股和優先股的總對價約為
151億美元，成為中國企業成功完成的最大筆海外併購，完
成自去年7月開始的收購長跑。

中海油董事長王宜林表示，非常高興通過收購尼克森，
使公司獲得一個國際領先的發展平台，堅信收購尼克森符合
公司的發展戰略並將為股東帶來長遠的利益。另外，中海油
首席執行官李凡榮表示，尼克森是一個較強且具備較好的增
長前景的多元化公司，擁有豐富的資源量及儲量、較高的勘
探前景以及能夠實現其資產價值的高素質員工，中海油將充
分發揮該平台的功能，進一步拓展其海外業務。

尼克森現為中海油的全資子公司，將由首席執行官
Kevin Reinhart繼續負責管理。新的董事會由中海油、尼克
森現有的管理團隊及加拿大籍獨立董事組成，李凡榮擔任該
公司董事長。

恒盛地產（00845）公布，公司發行2.5億美元13.25%的
優先票據，為期5年，估計所得款項淨額將約為2.45億美元
，並擬將所得款項淨額用於再融資現有債務及供作一般公司
用途。

德銀、海通國際、工銀國際融資、摩通、蘇皇及瑞銀為
聯席帳簿管理人；德銀、海通國際、工銀國際證券、摩通、
蘇皇及瑞銀為聯席牽頭經辦人。公司將會申請票據於聯交所
上市，並已接獲聯交所的確認書確認票據符合資格上市。票
據暫定分別獲標準普爾評級服務公司及穆迪投資者服務公司
評為 「B-」級及 「Caa1」級。

新世界百貨中國（00825）昨日公
布，截至去年底半年，純利按年微增
0.47%至3.32億元，每股盈利0.2元，每
股派中期息9.8仙，按年持平。扣除投
資物業公平值變動及其他收益，核心純
利3.17億元，按年上升11.6%。期內收
益按年增長19.7%至20.29億元，同店銷
售增長9.2%。

集團企業事務總監胡玉君預期，今
財年的資本開支約18億元人民幣，當中
約11.5億元將用於購土地及新增物業投
資，涉一至三線城市。

期內，集團經營利潤同比升4.4%至
4.08億元，同店銷售增長則為9.2%，惟
三大主要業務中的自營貨品銷售毛利率
則同比跌0.9個百分點至15.6%；佣金收
入率同比降0.6個百分點至17.8%，只有
租金收入同比上升47.1%至2.47億元。

截至去年12月31日，集團概約總樓
面面積約為149萬平方米，同比升10.1%
；自有店的概約總樓面面積約134.83萬
平方米，同比增12.9%。集團期望未來
把業務拓展重心轉到二、三線城市，以
響應城鎮化及鐵路建設等國策。

胡玉君補充，內地百貨業市場需求
仍未飽和，有信心三至四線城市的百貨
公司均具發展增長空間。

她又稱，集團於新春期內同店銷售
增長約中雙位數，較預期低，但假期後
同店銷售增長較理想，冀下半財年同店
銷售有平穩增長，全年度目標為低雙位
數。

她預料，集團下半財年的超市銷售
佔比不會大幅滑落，而超市一般毛利率
較低，故預期下半財年集團自營銷售毛
利率與上半財年相若，即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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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L多媒體賺9億飆逾倍
TCL系公布截至2012年12月31日

止年度業績，其中TCL多媒體（01070
）純利大幅上升1.01倍至9.11億元。營
業額約396.85億元，按年上升20.5%。
每股盈利為69.65仙，派發末期息14.8
仙。集團主席李東生稱，2013年全年
LCD電視機銷量目標為1800萬台，較
期內1553萬台增長約15.9%。昨天收報
5.55元，下跌1.596%。

去年國內市場及海外市場之LCD
電 視 機 銷 售 量 分 別 同 比 升 34.1% 及
56.8%，其中新興市場LCD電視機銷售
量更同比增70.4%。全球LCD電視機市
佔率提升至5.8%，排名升至第四位。
李東生稱，今年對於新產品目標是提
升均價及毛利表現。

近日有市場消息稱，TCL多媒體
擬分拆音視頻產品（AV業務）於主板
上市。李東生回應，分拆AV業務才剛
剛開始，主要目的希望將OEM（原設
備製造）、ODM（原設計製造）業務
及品牌業務做以區分，有利於各自業
務發展。他坦言，追趕電子巨擘三星
集團是長遠目標，公司目前主要任務
是將電視機等核心業務保持行業第一

梯隊。
另外，同系的TCL通訊（02618）

業績則錄得虧損2.08億元，每股虧損
18.49仙，不派末期息。於2011年同期
，公司則錄得純利8億元，每股盈利
72.83仙。公司預計2013年全年營業額
目標同比增長25%。公司昨天收報2.3
元，下跌3.361%。

期內營業額按年增13%至120.3億
元，毛利率下跌5%至17%。集團現時
的主要智能終端仍為入門智能手機，
而該市場板塊激烈競爭令集團產品售
價面臨壓力。另外，集團智能手機銷
量未達至經濟規模效益水平，以致智
能手機產品毛利率偏低。

公司預計，今年第一季仍是手機
行業的傳統淡季及等待切換新一波中
端產品，公司預期首季將錄得虧損。
不過第二季智能手機新產品全線上市
將成增長動力。

此外TCL集團昨天亦公布年報，
公司2012年度實現營業收入696.28億元
（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14.46%；
惟純利錄得7.96億元，同比下降21.43%
；基本每股收益0.0939元。

對於內地在節日期間實施高速公路小型車輛免車
費之影響，執行董事鄭志明指出，內地未有為相關措
施提供補償方案，對企業不合理，希望中央政府能聽
取業界意見，平衡各方面利益，以減少有關政策所造
成的負面衝擊。他又說，預計今年集團在內地的高速
公路車流量將上升。

杭州繞城公路股權增至95%
期內，道路業務應佔經營溢利增長13%至6.91億元

，因集團佔杭州繞城公路的股權由58.66%增至95%，
亦令該公路的貢獻增加，抵銷期內廣東省收費水平標
準化政策，及中央政府提出的節假日免費通行政策所
帶來的負面影響。

能源業務的應佔經營溢利亦按年升22%至1.1億元
，主要由於期內煤炭價格回軟所致。同時，由於需求
疲弱及內地西部各省增加水力發電量，令珠江電廠的
售電量錄得24%的跌幅，而成都金堂電廠的售電量較
去年同期下跌5%；澳門電力售電量增加7%，主要受惠
於澳門投入營運的娛樂及酒店設施增加。

能源業務溢利上升22%
港口及物流業務方面，應佔經營溢利較去年同期

微升1%至1.53億元。另外，集團剛與多家於廈門從事
港口營運的公司訂立協議，組成一家新的合資公司，
並將旗下的廈門象嶼新創建碼頭公司（佔50%權益）

及廈門海滄新海達集裝箱碼頭公司（佔46%權益）注
入。集團相信，該合資公司成立後，將有助提升合資
各方在管理現有廈門集裝箱港口業務上的協同效益及
營運效率，而集團將擁有合資公司的13.8%權益及委派
董事參與其董事會。

在服務分部方面，應佔經營溢利為10.34億元，較
去年同期上升13%。當中，設施管理業務主要包括香
港會議展覽中心及免稅店，該業務增長19%至6.87億元
。同時，集團的策略性投資業務應佔經營溢利錄得
45% 增 幅 ， 達 2.24 億 元 ， 此 業 務 包 括 來 自 Tricor
Holdings Limited、海通國際證券集團（00665），及
集團持有的其他策略性投資。另外，由於香港物業市
場持續興旺，期內確認重估投資物業產生的公平值收
益達1.784億元。

■恒盛地產發2.5億美元票據

簡訊

▲新創建執行董事曾蔭培表示，集團於本港、不
受財務困擾的歐洲國家及澳洲等物色收購機會，
主要留意水務和能源相關項目

▲香港電訊董事總經理艾維朗認為，過去一年市
場出現良性競爭，亦無非理性價格調整，相反市
場更為穩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