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業運力續增 運費仍受壓
東方海外多賺六成三
東方海外（00316）昨日公布去年業

績。2012年，集團淨利潤按年增長63%，
達到2.96億美元。期內，載貨量升3.7%，
主要受累於下半年需求減弱。該公司管理
層預計，全球貿易疲弱，加之新船下水致
使運力進一步增加，預計未來一年的運營
同樣會很艱難，業界在吸納新增運力及是
否削減現有航線等方面面臨風險。

本報記者 汪澄澄

■和電環球推視像會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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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酒牌續期啟事
卡樂斯夜總會

現特通告：張曉艷其地址為九龍太
子大南街68號5字樓A室，現向酒牌
局申請位於香港灣仔謝斐道68-82號
恆信大廈地庫卡樂斯夜總會的酒牌
續期，*附加批註事項為酒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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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交香港灣仔軒尼詩
道225號駱克道市政大廈8字樓酒牌
局秘書收。

日期：2013年3月7日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CALAXY NIGHTCLUB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Zhang Xiao Yan
of Rm A, 5/F, 68 Tai Nan St., Prince
Edward, Kowloon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Calaxy Nightclub at
Basement, Hang Shun Mansion, 68-82 Jaffe
Rd., Wan Chai, H.K. *with endorsement of
bar. Any person who knows any reason why
this renewal should not be granted should
send a written and signed statement of the
facts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8/F, Lockhart Road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225 Hennessy Road,
Wanchai, Hong Kong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7-3-2013

東方海外2012年業績大幅改善。截止至去年12月
31日的十二個月，該公司實現淨利潤2.964億美元，
相較2011年的1.816億美元，按年增長63%，淨利潤當
中的約1.97億美元收益來自集團旗下東方海外貨櫃航
運公司（OOCL）；集團總收入則上升7.4%，由
60.12億美元增至64.59億美元。

該公司此前一年未派發末期股息，以留存更多現
金渡過經濟下滑期。由於業績改善，今年每股盈利
47.3美仙，派息比例大幅上升，派末期息7.18美仙，
相當於0.56港元，加上中期息4.66美仙，全年派息
11.84美仙，高於上一年的7美仙，派息率達到25%，
略高於上年的24%。公司董事會建議於2013年6月6日
向股東派息。

由於美國經濟復蘇緩慢，歐洲仍現衰退，預計今
年航運需求增長仍低。運費方面，去年12月走低，一
般在春節後有改善，4至5月將就一般性漲價（GRI）
進行磋商。他指出，行業運力增加，料今年運費仍受
壓。

東方海外去年錄得其他經營收入1.17億美元，按
年升近1倍，主要是透過匯賢基金投資北京東方廣場
獲得的回報。業績顯示，北京東方廣場的股息分派去
年按年升2.6倍至4370萬。

每標箱收入升2.9%
至於集團旗下貨櫃航運公司的營運情況，2012年

載貨量增加3.7%，由上一年的503.3萬標箱增至521.7
萬標箱；每個標箱平均收入，則從1099美元上升至
1131美元，升幅為2.9%；運力增加8.8%，由41.6萬標
箱增至45.2萬標箱；運載率為73%，較2011年的76%
略有下跌。

公司董事及財務總裁金柏堅（Ken Cambie）指
出，雖然上半年業績出色，載貨量增加6%，帶動去
年全年的載貨量和利潤增長，但下半年環球貿易增長
放緩，尤其第四季運載率下滑，全年計載貨量僅增
3.7%。另一方面，燃油價格自去年上半年由高位回落
，持續至年底才恢復平穩，運費受壓，也影響到整體
利潤水平。

今年市況仍然艱難
展望今年的營運情況，金柏堅表示，公司對市場

情況並不抱樂觀態度，相信今年情況會與去年一樣艱
難。他分析，美國緩慢復蘇，歐洲經濟繼續惡化，環
球貿易疲弱，拖累全球集裝箱運輸業需求減弱；中國
市場增加內需，出口會減少；加之新船下水使得運載
力進一步增加，會加劇行業內競爭，並對運費構成壓
力。因此，他補充說，業界在吸納新增運力及是否削
減現有航線等方面，都面臨風險。

去年，東方海外並無接收或訂購新船，但今年會

有2艘運力為8888標箱的船舶及8艘運力為13000標箱
的船舶交付。談及是否擔心船隊規模增加會加劇運營
壓力，金柏堅解釋，公司未來的大方向是減少船隻數
量，但同時購入運力較大的船舶，以實現單位船舶運
力增加，這樣可減少燃油開支，提升效率。

招商局簽關連租賃交易
招商局國際（00144）公布，旗下間接附屬漳州招商局碼頭昨日與招商

局物流集團福建訂立2013年至2016年漳州租賃協議。據此，招商局物流集團
福建向漳州招商局碼頭出租中國福建省漳州經濟開發區內兩個總面積為2.5
萬平方米的倉庫及一個總面積為4.5萬平方米的堆場，租期由2013年3月1日
起至2016年2月29日止，為期3年，總租金達2989.95萬元。

公司董事認為，簽訂此租賃協議將有利於公司的業務擴張及集團港口和
港口相關業務暢順運作。

根據協議，倉庫頭一年月租為每平方米18.75元，其後兩年分別為19.31
元及19.89元；而堆場在這三年的月租則分別為7.5元、7.73元和7.95元。月租

需在每個月月底前的第15個歷日以現
金提前交付。統計三年應付租金總額
，截至今年底10個月為806.2萬元；
截至2014年12月底止年度為991.6萬
元，截至2015年12月底止年度為
1021.02萬元，截至2016年2月29日止
2個月為170.98萬元。

此外，漳州招商局碼頭根據協議
，需支付一筆操作費，所需費用取決
於倉庫及堆場每年存入的貨物量計算
，若每年存入的貨物量不超過70萬噸
，應付操作費為每噸0.63元；超過70
萬噸但少於100萬噸，應付操作費為
每噸0.75元；若超過100萬噸，應付
操作費則為每噸1港元。預期三年應
付操作費為156.87萬元。

中國中鐵（00390）公布多個中標項目，合計工
程總額289.2億元（人民幣，下同），相等於2011年
營業收入的6.29%。中標項目包括寶雞至蘭州鐵路客
運專線（甘肅段）站前工程、陝西段無砟軌道軌枕預
製及鋪軌施工標段，中標價為75.87億元。

長科賺1.76億增四成
長江生命科技集團（00775）昨日公布截至2012年12月

底止全年業績，期內股東應佔溢利同比升40%至1.76億元，
每股盈利1.83仙，派末期息0.006元。

期內營業額45.45億元，按年升29%；其中，農業相關業
務營業額同比升36%至16.45億元。而人類健康業務營業額
28.89億元，按年增26%。

公司指，現持有之現金為5.72億元，負債淨額對總資本
淨額比率為25.02%，公司將繼續物色能帶來穩定收入的投資
機遇，藉以進一步擴展既有業務。

海通2供1集資12億
海通國際（00665）公布，建議以2供1基準進行供股，

每股供股價2.55元，較昨天全日收市價每股4.18元折讓約
39%。是次發行介乎4.58億至4.72億股股份，佔擴大後股本
33.33%，預計集資11.67億至12.02億元。供股所得淨額11.54
至11.89億元，擬用作集團的孖展及結構性融資、固定收益
及包銷業務的未來發展資金。海通國際控股及豐銀行為聯
席包銷商。公司昨天收報4.18元，下跌0.948%。

公司副主席及行政總裁林涌於記者會表示，是次供股集
資主要目的為籌集新資金以支持集團發展孖展及結構性融資
、固定收益及承購包銷業務的未來發展。他坦言，現時選擇
供股並非因為該股股價近日上升；而是看到市場需求，現時
增加額外資本配合業務長遠發展，有助於抓住瞬息萬變的機
遇。他認為公司股價被低估，未來仍有上升空間。

林涌續稱，有信心令公司今年業務可錄得雙位數增長；
他對今年市場有信心，預計今年經紀業務表現會好過去年。
林涌認為未來IPO會愈來愈多， 「不存在大公司已經沒有」
的說法，因為大型企業都是從中小企業成長起來，故看好未
來企業融資業務。

他又說，公司旗下人民幣產品銷售反應很好，假若未來
有相關人民幣產品可推出，公司都會最快去準備。

海通國際公布2012年年度，收入11.77億元按年增加17%
。錄得純利大幅增長92%至2.93億元，每股盈利32.06仙。末
期息7.5仙，全年共派15.5仙。

香港電訊發39億十年債
香 港 電 訊 （06823） 旗 下 公 司 PCCW HKT Captial

No.5發行10年期美元債券，涉及5億美元（約39億港元）。
評級機構穆迪給予該批債券 「Baa2」評級，展望為穩定。

穆迪助理副總裁高橋良夫（Yoshio Takahashi）指出，
評級反映香港電訊的核心固網電訊業務穩定，反映其在香港
市場的主導地位，以及強勁流動性支持。他續說，基於香港
電訊固網業務基本穩定，加上作為本港唯一的 「四網合一」
營運商，其競爭優勢可抵銷其較高槓桿率的因素。

香港電訊昨日表現反覆，早段逆市跌至7.27元，午後反
彈至7.5元高位，收報7.42元，升近1%。

另外，友邦保險（01299）宣布，已完成20億美元（約
156億港元）中期票據計劃中的10億美元（約78億港元）票
據定價，其中2018年到期的5億美元5年期票據票面息率為每
年1.75%，2023年到期的5億美元10年期票據票面息率為每年
3.125%。

發行票據所得資金將用於以17.3億美元（約135億港元
）收購ING馬來西亞相關的無抵押貸款設施作再融資安排。
友邦昨日低見32.9元，收報33.2元，逆市跌0.9%。

美高梅股東配股套四億
美高梅中國（02282）去年業績表現理想，並加派特別

股息，有投資者趁升市況向好沽貨套利。根據銷售文件顯示
，一名投資者按每股介乎16.99元至17.2元，配售2535.84萬
股股份，套現最多4.4億元。

該批股份佔集團已發行股本約0.6%，美高梅昨日升0.6%
，收報17.66元，有關配售價較收市價折讓最多3.8%。

星展銀行宣布榮獲2013年4月份的《全球金融》
雜誌（Global Finance）評選為 「亞洲最安全銀行」
，連續五年獲此殊榮。《全球金融》雜誌每半年更新
全球最安全銀行的排名，而星展銀行在全球名列第12
位，較2012年8月上升一位。

面對後工序設備業務表現欠佳，基金愛股ASM
太平洋（00522）去年第四季虧損4400萬元，是自
2009年首季後、歷來第二次季度見紅。行政總裁李偉
光形容市場正 「蠢蠢欲動」，今年業務新增訂單見改
善，期望行業最快在今年第二季復蘇。

ASM太平洋公布，2012年全年股東應佔溢利6.9
億元，按年急跌76.5%，毛利率跌4個百分點至30.2%
，董事會建議派發末期息每股0.3元。

期內，包括集成電路及LED設備等後工序業務
營業額約50.5億元，下挫23%，其中第四季按季少
賺48%至8.1億元。

李偉光解釋，去年踏入8月份市場逆轉，半導體
行業增長停頓，惟放緩情況已見回穩，引線框架業
務第四季訂單已有雙位數增長，今年首季後工序設
備業務新增訂單亦有改善，期望勢頭可延續至第二
季。

集團的自由現金流大幅減少91%，只得8900萬元

。預算2013年資本開支約6.3億元，期末集團的現金
結存為14.9億元，加上有足夠銀行貸款額度，故暫無
融資需要。

雖然業績表現欠佳，加上減少派息超過60%，但
管理層對行業前景樂觀，該股備受支撐，早段升破百
元大關，高見102.6元，收報102.3元，升幅達2.9%。

和電香港（00215）旗下從事固網業務的和電環
球宣布，聯同協作服務供應商Arkadin推出會議方案
，為亞太區企業引進的高端話音及視像會議方案。

潤電3.8億售附屬股權
華潤電力（00836）公布，其全資附屬AACI（HK）昨

日訂立協議，將向於上交所上市的山西蘭花科技創業出售山
西亞美大寧能源合共5%股權，作價3.85億人民幣（下同），
由於雙方確認AACI（BVI）有權就上述5%股權獲得1.1億元
保留溢利，因此應付代價淨額為2.75億元。公司昨天收報
22.65元，無升跌。

完成交易後，AACI（HK）及山西蘭花分別持有山西亞
美大寧能源51及41%權益。山西亞美大寧能源營運山西亞美
大寧煤礦，一個位於中國山西省晉城市陽城縣的煤礦。

東方海外2012年業績
項目

收入

持續營運業務盈利

純利

每股盈利

末期息

派息日

營運數據

載貨量

每標箱收入

運力

2012年

64.59億美元

2.97億美元

2.964億美元

47.3美仙

7.18美仙

2013年6月6日

521.7萬標箱

1131美元

45.2萬標箱

按年變化

+7.4%

+113.7%

+63%

+63%

─

+3.7%

+2.9%

+8.8%

百勤油服首日大漲26%
蛇年首隻主板新股百勤油服（02178）昨日首日掛牌，股

價隨大市造好，全日收報4.16元，較招股價3.28元上升0.88
元或26.83%，不計手續費，每手1000股賺880元。期間高位
4.3元，低位3.81元，成交1.47億股，涉及金額5.91億元。

集團主席兼行政總裁王金龍昨日在上市儀式後表示，公
司目前已取得部分頁岩氣開發合同，雖然現時該業務在公司
佔比不大，不過未來會關注該業務研發，及增加相關基礎投
入。

■中鐵中標合約289億

■星展獲選亞洲最安全銀行

ASMASM季績再見紅季績再見紅

◀金柏堅稱
公司未來將
減少船舶數
量，增加大
運力船舶，
提升成本效
益

【本報記者湯夢儀北京兩會報道】港交所現採
用T+2交易制度，而上交所相對進取，現實行T+1
，並正研究T+0交易制度。上交所理事長桂敏杰昨
日表示，T+0是雙刃劍，在提高交易效率的同時，
存在更多麻煩問題，因此對這一問題還需進行評
估。

全國政協委員兼上交所理事長桂敏杰昨日在北
京中證監召開傳媒簡報會，上交所今年將為爭取推
出個股期權做積極準備，但未知推出的具體時間表
，一切等候證監會通知。另外，內地期貨市場發展
迅速，已推股指期貨，目前積極推進國債期貨。

會上，他透露上交所十二大重點工作。包括第
一，分階段實施信息披露直通車；第二，嚴格執行
新退市制度，實現退市常態化，保障風險警示板和
退市整理股票平穩運行；第三，督促上市公司分紅
，注重投資者回報，吸引機構投資者；第四，加大
場外市場參與力度；第五，建成機構投資者服務平
台。

第六，全面支持和推進市場新產品新業務快速
發展，擴大報價回購、融資融券、股票質押回購等
新業務規模，完成報價回購業務轉常規、轉融券試
點，推出股票質押回購、ETF回購等，加快跨境

ETF產品開發，力爭形成國際化的產品板塊；第七
，推出個股期權；第八，做好再融資審核機制調整
的準備和實施工作；第九，全面梳理業務規則；第
十，穩妥推進交易所體制改革；第十一，強化 「大
服務」理念 ，強化交易所作為金融服務機構的本
原功能；第十二，提升國際化水平。

席上有記者提到新股上市暫停，桂敏杰打趣回
應此非 「暫停」， 「我們稱為放緩」，他其後補充
只要證監會專家審核有一定成果便可解封，投資及
融資是資本市場基本功能，新股發行不會長久停滯
，相信年內很快重開。對新三板如何與滬深交易所
對接，他稱，此為一個新課題，需要認真研究，隨
市場發展，將來如有公司願意來上交所上市，他
們樂見其成。另外，桂敏杰表示上交所與港交所合
作關係良好。

上交所研究T+0交易制度

◀李偉光預
期行業下季
復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