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天為恒生銀行成立80周年誌慶。1933年3月3日，位於
上環永樂街的恒生銀號開業。80年來，恒生堅守 「用心」服
務承諾，與香港一同成長。為分享創業以來的服務理念，恒
生由昨日起一連兩日推出80周年誌慶廣告。

堅守承諾 「用心」 服務
恒生銀行副董事長兼行政總裁李慧敏表示： 「恒生擁

有今日的成就，建基於創辦人奠定的經營原則以及
優質服務信念，讓同事在穩固的基礎上不斷創
新求進。80年來，恒生由上環一間小銀號到今
日成為具領導地位的本地銀行，我們貫徹始終，
堅守承諾， 『用心』服務客戶、服務社群，故以
『用心服務八十年』為周年誌慶主題。」

事實上，恒生本着待客以誠的心，視每位客人
如上賓，員工一直秉承創辦人 「顧客第一」的精神
，用心服務市民。該行由當初一間只有11名員工、首
年實收資本僅10萬港元的小銀號，發展成為員工接近
10,000名、總資產逾港幣10,000億元的銀行；以市值計，
恒生更為全球50大上市銀行之一。

今天，恒生獲得逾300萬客戶的信任，更是唯一於港
鐵站沿線設有提供全面服務的銀行，並連續13年獲《財資
》雜誌評選為 「香港最佳本地銀行」。

答謝員工 分享喜悅
一系列80周年慶祝活動經已陸續出台，恒生為答謝員

工的支持和貢獻，特別訂製 「財神紀念八達通」套裝（內
附港幣80元面值）送予員工，並以恒生家傳戶曉的重要標

誌— 「財神」畫像為主題，呼應恒生一直堅守傳統，竭
力提供優質服務的精神。

除透過紀念品向同事致謝，恒生更向每位員工發放合
共港幣1,000元的特別團隊津貼，並籌備員工攝影比賽、大

型 「家庭同樂日」，以及推出
「80周年員工資訊網」，讓同
事溫故知新，獲取最新資訊。

繼早前推出的80周年贊
助遊戲節目和賀年花車匯演
，以象徵富貴吉祥的恒生

「財神」和寓意長壽的 「
麻姑」為市民帶來祝福

；5月份，恒生
將在香港會議
展覽中心舉行
大型酒會，與
客 戶 及 合 作
夥 伴 分 享 喜
悅。

秉持信念 回饋社會
秉承創辦人 「取諸社會，用諸社會」的精神，恒生將繼

續積極回饋社會，並額外增撥資源籌備更多公益慈善活動，
包括與香港家庭福利會合作訓練小學 「朋輩調解員」，從中
挑選出80位 「傑出調解員」；以及透過 「恒生雲南沼氣能源
計劃」，於雲南農村增建800個沼氣設施；為締造和諧社會
，以及改善生態環境出一分力。恒生義工隊亦將投入更多義
務工作，服務社會上有需要的人。

恒生植根香港80年，用心服務社群，無論對客戶、員
工、社區及環境也用心關顧，深信該行將延續這份信念，
與香港市民並肩向前，承諾不變。

▲恒生總行以特別布置慶祝恒生銀行成立80周年

恒生用心服務八十年承諾不變

▲2013年3月3日為恒生銀行80周年誌
慶，該行特別一連兩日推出廣告，與市
民分享開業以來一直堅守 「用心服務」
的承諾

▲恒生銀行送予員工的 「財神紀念八達通」 套裝紀念品
，取材自恒生家傳戶曉的 「財神」 畫像。套裝內附港幣
80元之迷你八達通卡連兩款封套；封套分別印有 「用心
服務八十年」 標誌和 「ThankYou」 字樣，以配合是次周
年誌慶的主題及答謝同事

領匯研向外覓購車位

券商普遍看好核心盈利增長
控盈利料倒退3%

大笨象控（00005）將於今日公布
2012年業績。《彭博》綜合市場預測，估計
控去年全年純利介乎132億至194.94億美
元（下同），按年倒退21.41%至增長16%，
而市場中位數則為162.85億元，輕微倒退
3.05%。雖然市場普遍預期控全年純利將
出現倒退，但券商焦點集中於集團去年連番
出售資產，在資本增強下會否增加派息。

本報記者 邵淑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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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李潔儀報道】屢遭批評旗下商場加租不
留手、逼走小商戶的領匯（00823），為吸引商場消費及
帶旺人流，近年持續提升停車場各項設施，包括安裝全
港首創的防止跟車尾系統。不過，領匯揚言旗下停車場
有加價壓力，強調即使加租，加價幅度相對市場更合理
，同時不排除向外尋求收購車位的機會。

領匯停車場及合約事務總經理許志杰接受訪問時表
示，領匯自上市7年以來，累積斥資超過1.5億元，為停車
場提升各項設施，包括投資320萬元，在停車場出口安裝
防止跟車尾系統，同時完成更新4500枚閉路電視，由模擬
制式提升為數碼錄像制式，未來12個月亦陸續為餘下停
車場，安裝200套相關系統。

停車場有加租壓力
許志杰指出，未來10年將投放超過4億元，陸續為領

匯停車場進行翻新工程，令整個停車場設備升級計劃投
資額逾6億元。

對於領匯致力提升停車場設施，投資者預料潛在加

價的機會。據介紹，領匯停車場月租介乎1000至2000元，
時租車位平均11至12元，去年旗下約120個停車場加租7%
，餘下逾50個停車場凍結租金。

「而家通脹高企，又要應付最低工資，（領匯停車
場）確有加租壓力。」許志杰強調，領匯旗下車位租金
普遍較私人市場為低，並無市場上所謂的 「海鮮價」，
租金仍具競爭力，具體將於今年3月底才決定是否加價。

目前，領匯擁有8萬個車位，截至去年9月底止6個月
，停車場租金收入錄得6.39億元，按年增長12.3%，佔領
匯收入比重由19.7%微升至20%水平。許志杰直言，停車
場作為穩定的收租物，未有拆售計劃，相反會積極尋求
收購車位的機會，大前提是項目本身要附設商場。

許志杰提到，單計月租用戶，領匯旗下停車場平均
出租率超過80%，空置率持續改善，相信與停車場設備提
升，以及市場上不少臨時停車場關閉有關。對於個別發
展商拆售車位，他認為，在資金氾濫的環境下，投資車
位是不俗的選擇，惟呼籲投資者要留意相關的地契條款
和風險，務必做足功夫才決定投資。

擬10年內斥4億翻新停車場

領匯停車場設施提升措施與資金
已完成措施
．更新683台停車場出入口閘機系統
．更新及提升4500枚閉路電視
．加裝750枚閉路電視
．於130個停車場安裝節能光管
．提升網絡閉路電視制式
．於105停車場出口安裝防止跟車尾系統
進行中措施
．為餘下48個停車場安裝節能光管
．為餘下停車場提升網絡閉路電視制式
．安裝200套防止跟車尾系統
未來10年翻新停車場
總投資額

1.482億
8800萬
1500萬
1200萬
2600萬
600萬
120萬
3820萬
620萬
3000萬
200萬
超過4億
超過6億

將於明天（5日）截止公開發售的汽車發動機生產
商新晨動力（01148），承銷團消息透露，國際配售已
超額認購2倍，部分 「入飛」的基金曾投資華晨中國（
01114）而獲利，由於食髓知味，故今年認購新晨作為
長線投資。

新晨主要為汽車客戶製造發動機，集團計劃3年內
推出5款產品，全部將符合國四或國五排放標準，以及
第三階段燃油消耗限值。根據招股書披露，集團去年底
與一家歐洲領先乘用車製造商，以及華晨寶馬汽車訂立
發動機組裝許可協議，獲授權製造發動機，市場猜測，
該歐洲領先乘用車製造商正是寶馬集團。

新晨國際配售超購2倍

兩會昨日正式開鑼，港股亦進入業績
公布高峰期，投資者抱觀望態度。而美股
續創07年以來新高，市場憂慮投資者於高
位獲利沽貨，港股ADR亦走弱。證券人士
表示，兩會概念股已熱炒一段時間，市場
早已反映有關因素，現時市場焦點為公司
業績表現。他估計，恒指本周將於23000
點繼續窄幅上落，波幅介乎300至600點。

港股自年初以來升勢持續，業界一直
預期港股將出現調整。而港股上周出現較
大調整，雖然其後有所反彈，但力度未見
強勁。恒指上周五跌140點報22880點，以
一周計累升98點；國指則跌92點報11344點
，全周則升27點。外圍方面，雖然美股上
周五續創07年以來新高，但市場憂慮投資
者於高位獲利沽貨，而港股美國預託證券
（ADR）的比例指數較香港收市跌5點，
報22875點，反映港股調整或持續。

金利豐證券研究部董事黃德几表示，
兩會尚未開幕時，大市早已熱炒相關受惠
股份，股價亦早已反映，故市場焦點料集
中於公司業績上。他預期，將於今日公布
業績的控（00005）難有驚喜，故港股
表現難有催化劑。他估計，恒指本周將於
23000點繼續窄幅上落，波幅介乎300至600
點。

第一上海首席策略師葉尚志認為，港
股反彈了兩個交易日後，在上周五出現回
整的走勢，市場觀望謹慎的態度未能完全

消除。他指出，兩會開幕，美股升近歷史高位，加上
港股進入業績公布高峰期，都是令到資金入市積極性
有所降低的原因。他估計，港股大盤的中長期基調和
趨勢依然保持在良好的狀態，但是短期彈升勢頭能否
延續，仍有待進一步觀察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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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大食品（00834）公布，截至去年底止全年業績
，股東應佔溢利491.7萬元人民幣（下同），按年倒退
59.8%；每股盈利1.14分，不派息。

年內，營業額上升10.1%至14.9億元，但因為銷售
成本持續上升、人民幣升值及集團目標市場競爭激烈，
擠壓了集團的毛利率，由8.8%下跌至7.5%，從而影響整
體盈利。

若以普通股股東應佔利潤比較，則一眾券商預期
，控去年普通股股東應佔利潤介乎144.52億元至
172.78億元，按年倒退10.79%至增長6.65%。而控
2011年普通股股東應佔利潤為162億元，按年升27%。
若只觀乎純利預測，市場似看淡控業績，但實則不
然。券商普遍看好控核心盈利，指若撇除其自身債
務及匯率因素後，即使不計年內出售資產的收益，核
心盈利仍有顯著升幅。

憧憬增加派息比率
控於過去一年可謂經歷不少事件，包括就洗錢

事件與美國當局作出和解，支付19.21億元的巨額罰款
，並繼續出售非核心資產，如全數出售平保（02318）
股份。券商指，控出售平保料可取得26億元收益，
再加上出售其他資產的收益，資本大幅增加。此外，
集團年內持續節省成本，再加上第四季環球市場好轉
，美國房地產市場亦見起色，令營運前景好轉。有鑑
於此，券商憧憬控將增加派息比率。

野村就認為，控有可能會將2012年的派息比率
，由2011年的42.4%提升至50%，今明兩年比率有能力
再被推高。德銀亦指，集團至今已出售或終止共46項
業務，去年已佔24項，加上致力縮減成本及重組架構
，有助達到巴塞爾協定三資本要求，可望增加派息，
但仍然未敢斷言其今年可以達到經營目標，甚至預計
其將會公布新成本效益計劃。

高盛表示，截至去年9月，控以年度計已節省31
億美元，相信今年可超逾節省35億美元的目標。在《
巴塞爾資本協定Ⅲ》的要求下，集團2012年一級核心
資本比率已經達11.4%，相信會超出集團要於今年達成
9.5至10.5%的目標。由於控的節省成本計劃已見成
效，加上資本狀況強勁，高盛認為控有望增加派息
，估計全年派息0.46元。

高層花紅備受關注
至於市場最為關心一眾控高層所獲的花紅水平

。外電報道，由於去年控爆出洗錢事件，且因此向
美國當局作出巨額罰款，控行政總裁歐智華2012年
的花紅，將較2011年的215.6萬元英鎊有所減少。事實
上，除洗錢案外，集團還涉嫌在英國誤導銷售保險理
財產品，並涉嫌操控倫敦同業拆息（LIBOR），形象
破產。若控仍支付巨額花紅予管理層，相信會引起
市場極大反彈。

恒生（00011）亦於今日派成績，市場普遍較為
樂觀，預料恒生去年全年盈利介乎134億元至190億元
，最多按年升一成三；最差則跌近兩成。根據《彭博
》綜合11間券商的分析，預測恒生去年全年純利介乎
134.11億元至186.67億元，中位數為169.25億元。

券商中，中金國際看法最樂觀。中金認為恒生下
半年淨息差料優於同業。本港流動性強令資金成本下
降；加上恒生人民幣存款佔比較少，估計僅8%，存
息價格戰對恒生影響亦少於同業。

里昂則指出，恒生增長主要動力來自企業及內地
借貸，在去年經濟不景的情況下，估計恒生去年貸款
增長僅9%，略低於同業的10%增幅。於去年第三季經
濟見底的情況下，里昂預期，恒生去年全年純利增長
至184.95億元，下半年純利跌至84.8億元。

法巴估計，恒生去年下半年淨息差穩定，而恒生
嚴控資產負債表及貸款息率上升抵銷人民幣資金成本
上升的影響，預期恒生全年的淨息差按年擴闊8點子
至1.86%，令其去年全年淨利息收入亦增長8.5%至
170.76億元。

控2012年業績預測
券商
高盛
瑞信
德銀

摩根大通
美銀美林
花旗

註：由於各行用以計算的基礎不同，現只採用
其預測數字與控2011年普通股股東應佔利
潤作比較。控2011年普通股股東應佔利潤
為162億元，按年升27%

純利預測
172.78億美元
167.00億美元
154.70億美元
152.77億美元
152.08億美元
144.52億美元

按年變幅
+6.65%
+3.09%
-4.51%
-5.70%
-6.12%
-10.79%

恒生料最多賺190億

▲許志杰稱領匯停車場有加租壓力 本報攝

康大食品去年少賺60%

◀滙控去
年連番出
售資產，
市場期待
將會增加
派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