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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均博彩收益近10億 創3年高位
澳門2月博彩收入激增11%

隨貴賓廳（VIP）賭桌收益復蘇，在
農曆新年假期的淡季下，澳門2月份博彩收
入可觀，按年激增11.5%，雖然較1月份的
升幅不足1%，惟平均每日博彩收益接近
9.7億（澳門元，下同），創自2009年有紀
錄以來的高位。大行估計，3月份澳門博彩
收益可達280億元，按年增長12%。

本報記者 李潔儀

■天美控股賺2491萬減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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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創置業（02868）去年核心盈利按年下跌
14%至8.2億元（人民幣，下同），毛利率下降6個
百分點至27%，加上負債比率上升43個百分點至
99%，拖累該股昨日大跌近7%，收報3.29元。不過
集團執行董事兼總裁唐軍表示，由於今年推出的
產品組合不同，預計均價可以提升5%至10%，期望
毛利率可以增長至30%水平；而負債比率則維持在
100%以下。

集團副總裁兼財務總監羅俊指出，去年核心
盈利按年跌14%至8.2億元，至於派息16分，較2011
年19分下跌，主要希望預留資金作發展現有項目
及投地，並沒有特定派息政策。他續稱，由於集
團去年增持多個項目的股權，令負債水平增加，
未來會致優化債務結構，降低短債比例，目標今
年維持在100%以下。

他指出，集團今年預留80億元作買地用途，
目前已用逾60億元，會集中於一二線城市購地，
以發展剛需住宅和綜合性項目為主。但他強調，
80億屬自有資金，如果有合作夥伴，投地資金可
上調。至於毛利率下跌至27%；項目平均售價按年
跌17.9%至每平米7682元人民幣，唐軍解釋，主要
由於期內北京高端項目銷售佔比由2011年的28%下
跌至17%，而天津的佔比亦跌至17%，但今年相信
北京及天津項目佔整體銷售比率將超過40%，有信
心今年毛利率將回升至30%水平。

集團去年超額完成全年銷售目標，由原訂120
億元升至133億元，他認為，今年的市況較去年好
，加上產品組合改變，相信旗下項目可提價5%至
10%，有信心達今年200億元的銷售目標。至於中
央政府今年會否加大對一線城市的調控力度，董
事長劉曉光則認為，如內地樓價和銷量均大幅上
升，中央很大機會加大調控力度，但仍要視乎3、
4月的情況。

中國海外（00688）旗下的中國海外宏
洋（00081）昨公布，截至去年底止全年錄
得純利24億元，按年增加32.2%，每股盈利
105.2仙，派末期息6仙，按年增加1仙。期
內錄得營業額按年增88.1%至97.17億元；毛
利率則大跌17.5個百分點至40.5%。美銀美
林報告指出，中海宏洋毛利率下跌，主要
因去年來自三線城市收益比重增加，但公
司財務表現強勁，截至去年底止，處淨現
金流；加上其核心盈利達21億元，符合該
行預期；故予目標價11元，評級 「買入」
。

年內，公司錄得物業銷售額按年增
75.9%至135.2億元，涉及銷售面積103.48萬
平方米，按年增177.6%。惟毛利率由去年
的58.0%，降至40.5%，因來自三線城市收
益比重增加。而經營溢利則按年增11.8%至
38.1億元。其中，物業投資及發展溢利升
14.9%至34.35億元；物業租賃業務溢利跌
2.3%至4.35億元；其他業務則盈轉虧，蝕
136.5萬元。

年內該公司進入四個新城市包括贛州
、揚州、南通和常州。截至去年底擁有12
個不同城市之土儲，截至去年底，公司擁
有土地儲備912.68萬平方米，應佔建築面積
為777.69萬平方米。

財務方面，年內錄物業重估收益3.643
億元，較2011年略見增加；截至去年底止
，該公司處於淨現金水平，2011年底淨負
債比率為22.9%；可運用之資金（包括受限
制的現金及存款共18.21億元）達91.948億
元。

廣州藥業（00874）昨公布截至去年底止，全年
純利按年上升37.5%至3.95億元（人民幣，下同）。
營業收入按年升51.28%至82.29億元。每股基本盈利
0.487元，派息0.1元。集團稱，爭取2013年實現主營
業務收入不低於108億元。公司昨天收報19元，上升
0.849%。

2012年度，銷售收入增長幅度較大的產品有涼茶
飲料、安宮牛黃丸、滋腎育胎丸、舒筋健腰丸、安神
補腦液與新雪丹系列等。製造業務的毛利率為43.30%
，同比下降1.36%。

期內，集團貿易業務的毛利率為5.89%，同比下
降0.76%。集團的醫藥零售網點共有47家，其中，主

營中藥的 「采芝林」藥業連鎖店46家，盈邦大藥房1
家。

此外，集團的銷售費用按年大幅增長91.25%至
13.59億元，主要是為開展營銷工作，提高銷售收入
。集團特別是王老吉大健康公司於本年內加大了廣告
宣傳力度、營銷人員費用以及運輸費用等與銷售相關
的支出增加所致。

該公司稱，爭取在今年上半年完成公司吸收合併
白雲山股份、發行股份收購相關資產，並推進重組後
的新上市公司人員、各資源平台等方面的整合工作，
以實現一體化運作。此外，通過進一步挖掘 「王老吉
」等品牌的資源力，加大新產品研發力度。

天瑞水泥賺7億倒退38%
天瑞水泥（01252）昨公布截至去年12月底止全年業績

，期內收益75.09億元（人民幣，下同），下跌8.1%。股東
應佔溢利7.83億元，倒退38.5%；以上半年度淨賺4.01億元（
倒退38.7%）計，下半年純利為3.82億元，較上半年減少4.7%
。天瑞水泥去年每股盈利0.33元，不建議派發末期息。天瑞
水泥表示，去年度股東應佔溢利跌幅，低於行業平均降幅。

天瑞水泥去年水泥銷量2610萬噸，按年增加10.7%，產
品平均售價下跌6.9%，至257.9元／噸。熟料銷量下跌43.4%
，至360萬噸，平均售價下跌12.2%，至236.5元／噸，銷售收
益約8.61億元，大跌50.3%。

豐環球投資管理多元資產及財富管理（香港
）投資總監Denis Gould昨日在記者會上表示，目
前高收益債券估值合理，不過他相信高息債回報可
以極為波動，而現時投資者正逐漸從債券轉至股票
市場，資金流入對股票市場會有很大正面影響。

他續指，目前點心債供不應求，惟現時市場有
所冷卻，供求漸趨平衡。不過，他認為由於周期性
因素，未來幾年點心債的違約率或會上升，原因是
市場越多人發債，整體債務水平提高，債券到期時
違約風險也會增加。

豐環球投資管理於去年推出亞洲焦點入息基
金，現將推出兩隻新基金，分別為亞洲焦點保守和
亞洲焦點增長，這一系列基金最少投資70%用於亞
洲（除日本外）地區。豐環球投資管理董事總經
理兼亞太區分銷業務主管林寶儀表示，亞洲焦點保
守約有70%至100%資產投資於固定收益資產和現金
，而亞洲焦點增長則最多50%資產投資於固定收益
資產和現金。她表示現時不方便透露基金派息目
標。

靄華押業孖展「熱爆」
據市場消息，主要從事典當貸款的靄華押業（01319）

，昨日孖展截止忽然 「熱爆」，該股公開發售集資額僅980
萬元，可謂 「蚊型」新股，不過綜合本地9間券商數據，昨
日該股孖展認購急飆至約51億元，相當於公開發售超額認購
逾520倍。

另有市場消息指，靄華押業配售方面認購也熱烈，機構
投資者興趣濃厚，該股集資90%來自配售，截至昨日錄得約
6至7倍超額認購。另據3間券商，合共錄得多達100張 「頂頭
槌」飛（每張認購額達公開發售集資額的一半）。該股將於
下周一中午截止公開發售。

至於新晨動力（01148）昨日第二日招股，綜合9間券商
，累計借出850萬元孖展，相比於公開發售集資8780萬元遠
未足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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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博彩監察協調局公布，2月份博彩淨收入錄
得270.84億元，按年增長11.5%，較1月份微升0.8%，
是繼去年12月的282.45億元，以及去年10月錄得277
億元以來，歷來第三大的單月高位。

瑞信賭業股分析員陳偉邦認為，雖然2月份較1月
份少3天，加上農曆新年假期是高注碼（high-roller
）博彩的淡季，但2月份澳門博彩收入表現大幅優於
該行預期。他指出，相對去年同期較低的淨贏率，估
計3月份澳門博彩收入約達270億至280億元，升幅介
乎8%至12%。

貴賓廳業務帶動
美銀美林發表研究報告指，2月份澳門博彩收入

較該行預期高出9%，相等於每日平均博彩收益9.68億
元，打破去年12月每日平均9.11億元的紀錄，相信是
貴賓廳業務所帶動。以1月及2月合併計算，博彩收益
按年增長9.4%，該行維持2013年澳門博彩收益增長
10.4%的看法，當中VIP收益升6.7%，中場賭桌收益增
20%。

至於市場份額分布，美銀美林報告指，根據2月
份首24日計算，澳博（00880）佔有率為26%，仍為
行業領導者，金沙中國（01928）以市佔率率21.1%跟
隨在後，銀河娛樂（00027）則以佔有率18.1%排行第
三。

此外，瑞信預期，市場將對澳門賭業股進行 「換
馬」，包括沽出催化劑欠奉的銀河娛樂，換入發展菲

律賓賭場的新濠國際（00200），以及開始為路項
目動工、估值較便宜的美高梅中國（02282），受惠
較高賭博注碼復蘇的永利澳門（01128）。

美高梅逆市升逾2%
2月份澳門博彩收入表現理想，惟相關賭股個別

發展，美高梅中國獲董事會批准每半年派息一次，派
息率不超過35%，同時亦有機會派發特別股息，刺激
該股直逼20元（港元．下同）關口，高見19.48元的
一年新高，收報19.14元，逆市升逾2%。

賭股 「一哥」澳博昨日先升後跌，尾市急跌至
19.16元低位，收市跌近1%至19.22元。賭股唯一的藍
籌股金沙中國亦要報跌收場，跌0.4%至36.8元。

另外，新濠國際宣布，附屬公司Melco Finance
計劃增加擔保債券的發行總額，由原先的4.6億元增
至7.6億元，發行債券所得款項淨額約7.5億元，將用
作一般營運資金及未來投資用途。新濠國際早段高見
12.52元，午後升幅持續收窄甚至倒跌，尾市拗腰反
彈至12.38元收市，微升0.2%。

比亞迪（01211）昨公布，董事會昨通過控股子
公司深圳市比亞迪對深圳比亞迪戴姆勒新技術增資
4.3億元人民幣（下同）之議案，而深圳比亞迪戴姆
勒的另一股東戴姆勒東北亞投資公司，亦會對深圳比
亞迪戴姆勒增資相同金額，兩大股東增資後，深圳市
比亞迪將維持在深圳比亞迪戴姆勒50%的股權。公告
指出，增資是考慮到深圳比亞迪戴姆勒新技術公司的
資金需要。深圳比亞迪戴姆勒於2011年2月成立，主
要業務為乘用車、電動車、汽車電動傳動系統、車用
動力系統及座位少於9人的乘用車零部件之設計和研
發。截至去年12月31日止之年度，深圳比亞迪戴姆勒
負債總額為3.34億元，並虧損1.04億元。

天美控股（01298）昨公布截至去年底止全年業績，期
內純利按年減少62%至319.4萬美元（約2491.32萬港元），
每股基本盈利1.37美仙，不派息。期內收入按年增2.3%至
1.57億美元。公司昨天收報1.78元，下跌5.319%。

期內，公司整體毛利率為27.3%，按年減少3%，主要由
於集團對自己產品在歐洲市場的推廣以及在2012年第四季度
分銷日本產品給予更多價格支持。從而致使2012年第四季度
的毛利率由去年同期的29.5%下降為22.7%。

亞洲衛星（01135）昨公布，就集團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亞洲衛星，向美國進出口銀行申請最多3.06億美元（約23.86
億港元）之長期貸款，以建造及發射亞洲衛星兩枚新衛星（
即亞洲六號衛星及亞洲八號衛星）之事宜，進出口銀行將於
今年3月初舉行董事局會議，審批貸款申請並酌情釐定根據
貸款申請之擬借貸款條款。因此，擬借貸款不一定會落實，
進出口銀行亦尚未決定擬借貸款之年期。

■亞洲衛星旗下申請23億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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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惠於承保盈利及保險業務增長，及投資組合
錄得已變現和未變現盈利，亞洲金融（00662）去年
全年業績轉虧為盈，純利達4.03億元，每股盈利39.6
仙，派末期息4.3仙，而2011年同期則錄虧損約1.37
億元。總裁陳智思表示，未來或考慮加碼投資內地
房地產項目，但仍須視乎內地新班子上台後的政策
方向而定。

期內，集團全資附屬機構亞洲保險2012年股東
應佔溢利為2.74億元，相對2011年則虧損2750萬元，
業績令人滿意。雖然2011年下半年的泰國水災、年
內的颶風桑迪均使亞洲保險的業務受到衝擊，但承
保溢利仍然上升30.1%，成績尚算滿意。亞洲保險行
政總裁王覺豪表示，去年該公司因泰國水災需要損
償約3000萬元，並已於去年再撥備3400萬元，故料
今年將無額外負擔。

投資盈利總額逾2億
投資組合市值與2011年按年比較顯著上升，產

生已變現和未變現盈利，反映在投資市場回升中，
集團股票買賣投資組合的表現較市場指標為佳，以
及長遠投資錄得良好的股息收入。期內，集團投資
盈利總額達2.34億元，而2011年同期則虧損3.06億
元。

對於去年亞洲金融業績扭虧，主要由於投資收
益的貢獻。陳智思表示，去年投資的泰國盤谷銀行
及康民醫院股價大升，及泰銖升值帶動下，兩項投
資已佔投資收益的大部分。對於今年投資情況，執
行董事陳智文指出，對今年股市表現審慎樂觀，投
資比例仍為51%持有債券，49%持有股票。

陳智思又表示，集團將向中國人民人壽保險增
加資本約3.51億元，使集團在這方面的投資總額達
16.17億元，佔集團總資產值約18%。他說，人保集
團（01339）計劃在本港上市時，集團未有考慮以中
國人民人壽保險股份換作人保集團股份，目前集團
不會主動要求換股計劃，但不排除此計劃，惟仍須
視乎換股方式及價值。

▲首創置業董事長劉曉光（左）和執行董事兼總裁唐軍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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滙豐指點心債供求趨平衡

▲左起：HSBC環球投資管理董事總經理兼亞
洲區分銷業務主管林寶儀，HSBC環球投資管
理多元資產及財富管理（香港）投資總監
Denis G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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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藥業純利4億升37%

比亞迪4.3億增資合營公司

恆安擬增資8億擴造紙產能
【本報記者柏永蕪湖報道】恆安集團（01044）旗下的

恆安（蕪湖）紙業計劃今年將追加投資8億元擴大產能。市
場消息指，該公司去年產值超過10億元，目前業已建成9條
生產線，擁有當前最先進的衛生紙造紙設備和成品紙加工
設備，這些設備分別從德國、瑞典、芬蘭、奧地利、意大
利、日本等國引進。

恆安紙業於2010年5月簽約落戶蕪湖市三山區。根據規
劃，恆安集團蕪湖三山產業基地項目總投資20億元，新建
年產20萬噸高檔生活用紙生產線及配套設施，全部建成後
可實現年產值20億元。

近年來，落戶蕪湖的外資項目接續擴大投資規模。去
年由台塑集團控股的華亞蕪湖塑料有限公司總投資和註冊
資本分別增加3500萬美元和1200萬美元，擴建塑料管材項
目；新加坡獨資企業益海嘉里增資項目即將報批。

▲比亞迪昨公布，旗下子公司深圳市比亞迪對深
圳比亞迪戴姆勒新技術增資4.3億元人民幣

▲亞洲金融總裁陳智思

▲澳門2月份博彩收入可觀，按年激增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