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洪丕正估計成本將升20至25點子

港豪宅價格升9% 全球第二

渣打稱新辣招勢推高按息
金管局早前宣布，提高新造按揭風險加權（RWA）比率

下限，由10%升至15%。本港按揭市場兩大龍頭豐及渣打
香港均表示，在成本上升壓力下，按揭息率有上調壓力。渣
打香港行政總裁洪丕正昨日表示，新措施會令該行按揭成本
上升20至25點子，長遠而言最終會轉嫁客戶，但何時轉嫁或
轉嫁多少，要視乎市場情況及客戶反應來決定。

本報記者 邵淑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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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經紀公司萊坊（Knight Frank）與中銀國際
昨發表2013年《財富報告》指出，未來10年亞洲億萬富
豪人數增幅最大至119%；而中國億萬富豪人數預計將
由154人增加到2022年的483人。而截至2023年，上海和
北京將分別取代日內瓦和巴黎，躋身前十名行列。

報告指出，倫敦和紐約仍是全球超高資產淨值人士
首選的居住、投資及消閒娛樂的城市，但亞洲城市正迎
頭趕上。報告稱，隨中國經濟增長，預期中國四個一
線城市將在國際城市中獲得更高排名。中銀國際控股其
下私人銀行業務機構中銀國際控股副行政總裁黃劍雄表
示，經歷了歐盟信用危機之後，亞太區的高資產淨值客
戶正在尋求投資避風港。他們重新平衡投資組合，並將

更多資金投入中國。
2012年香港的豪宅樓價上升9%，平均每平方呎逾

3.7萬港元，居全球第二高，而上海和北京的豪宅呎價
則分別位列10和11。

上海北京分排10及11位
萊坊董事及萊坊大中華區研究部主管林浩文指出，

政府新一輪措施首次延伸至非住宅物業，反應政府調控
樓市的決心。短期內各類型物業成交量及炒賣情況將會
減少，工商舖物業的影響會較大。但由於現時本港市場
基本因素並無明顯改變，相信不會引發物業拋售潮。豪
宅市場方面，他預計今年會平穩發展。

受到英國業務盈利貢獻大增，長江
基建（01038）去年股東應佔溢利達到
94.27億元，按年增長21%，盈利再創歷
史新高。去年來自英國業務的利潤達到
54.85億元，增長47%，進一步拋離電能
實業（00006）所提供的37.57億元盈利
貢獻。業績理想，長建昨日股價曾經逆
市升2%，創1996年上市以來高位。

股價逆市升2% 創上巿高位
長建昨日公布截至去年12月底止全

年業績，營業額41.05億元，按年上升
17.5%，股東應佔溢利94.27億元，增長
21.7%，再創歷史新高。每股盈利3.93元
，建議派發末期息1.26元，增加8.1%。
長建主席李澤鉅表示，去年股東應佔溢
利較十年前增加接近三倍，與五年前相
比則有近兩倍升幅。長建昨日股價最多
升1.9%，見52.35元；收市時仍漲1.7%，
報52.25元，創上市高位。

按地區盈利貢獻分類，去年英國及

中國內地業務的盈利貢獻均錄得增長，
但澳洲、加拿大及新西蘭卻出現不同程
度的倒退。長建去年來自英國的盈利貢
獻達到54.85億元，按年上升47%；主要
由於Northumbrian Water首次為長建提
供全年溢利貢獻，利潤達11.53億元；而
UK Power Networks繼續是最大溢利貢
獻來源，去年便提供35.34億元，升24%
。不過，去年10月剛完成收購的Wales
& West Utilities，由於衍生工具是根據
收購前沿用的財務架構，受到按市價計
值的非現金性影響，令長建承擔1.17億
元帳面虧損。

對於整體澳洲業務溢利出現倒退，
由2011年的13.06億元，減少至11.46億
元，李澤鉅指出，主要由於在2011年出
售Spark Infrastructure的管理人權益時，
錄得一次性收益。Spark Infrastructure及
Envestra去年合共為長建帶來2.15億元現
金 分 派 ， 微 跌 不 足 1% 。 SA Power
Networks及Victoria Power Networks則

提供9.65億元溢利貢獻，按年略有增
長。

加拿大業務方面，去年提供1.13億
元溢利貢獻，下跌28%，主要歸因於一
次性稅務及折舊調整。若剔除該等調整
， 溢 利 則 上 升 6% 。 新 西 蘭 方 面 ，
Wellington Electricity溢利貢獻5900百萬
元下跌19%，主要由於融資成本上漲、
可扣稅利息減少。另外，長建持有
38.87%權益的電能實業（00006），去
年提供37.57億元，按年增加7.2%。

李澤鉅稱，長建過去數年加速推行
收購策略，並受惠於環球經濟環境不穩
帶來的機會，令到溢利基礎擴大，盈利
能力亦有所提升。

展望未來，儘管今年經濟環境未見
明朗，長建具備有利條件發揮優勢，把
握與時湧現的機遇。截至去年底，長建
手 持 現 金 約 69.8 億 元 ， 貸 款 總 額 為
111.13億元，負債淨額對總資本淨額比
率為5%，低於2011年的12%。

受到英國監管當局的影響，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之
一的畢馬威，有機會失去控（00005）這位大客戶
，少收每年超過8000萬美元（下同）的服務費，畢馬
威對此拒作評論，而控於2012年度年報中披露，畢
馬威到2014年底前仍為集團核數師，往後將會透過招
標方式委任核數師，並將於2015年度起生效。

資料顯示，畢馬威自1991年起已獲委任為控的
外部核數師，惟至今控並沒有進行任何招標程序，
讓畢馬威獲得續聘。業績報告顯示，控去年度共向
畢馬威支付8050萬元費用，當中集團的核數開支佔
1320萬元，而為集團旗下子公司核數的開支佔3400萬
元，其餘開支主要是信保、稅務及顧問服務等。

去年核數開支4720萬美元
值得留意的是，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與控高層

關係相當密切。外電《彭博》報道指，控主席范智

廉（Douglas Flint）曾經是畢馬威的合夥人之一，而
集團獨立非執行董事張建東，更曾於96至03年期間，
出任畢馬威國際中國及香港行政總裁。

事實上，英國競爭委員會日前對四大會計師事務
所提出批評，認為其與客戶企業管理層之間的關係過
於親密，導致審計市場競爭不足。經過近一年半的調
查，當局發現由於企業難以對不同審計公司進行比較
，再加上更換審計公司的成本非常高，因此企業普遍
不太願意更換審計公司。

據了解，在倫敦證交所上市的100家藍籌股企業
中，有31家已連續20多年使用同一家審計公司，67家
連續10年以上使用同一家審計公司。競爭委員會認為
， 「四大」基本控制審計市場，非 「四大」審計公司
難以向客戶證明自己具備足夠的經驗和信譽。由於這
種局面導致審計市場競爭不足，進而導致四大審計公
司出價過高，而服務質量卻沒有相應跟上。

控擬棄畢馬威另覓核數師

受貸款減值準備急增近7倍影響，加上物業重估及出售收
益減少逾半，永亨（00302）2012年純利倒退16.1%至18.02億
元。永亨董事長兼行政總裁馮鈺斌昨日於記者會上表示，若
撇除次級債及物業重估等影響，核心盈利實增長16%。雖然純
利倒退，但永亨上調派息比率由25%升至35%，回復金融海嘯
前的水平，並預期未來可保持有關派息比率。

永亨派末期股息1.62元，即全年合計派每股股息2.08元，
增加15.6%，以派息比率計算重上35%水平。馮鈺斌表示，過
去數年下調派息比率，是為了應付巴塞爾協定三的實施，保
存盈利以提高核心一級資本比率。去年永亨核心資本充足比
率及資本充足比率均出現下跌，分別跌0.1個百分點及0.2個百
分點至10%及15.7%。但他表示，經衡量後，認為即使上調派
息比率，亦可保持所需的資本水平，未來將保持35%的派息水
平。

該行去年淨息差收窄5個點子至1.62%，他預期，今年淨
利差可望有所擴闊。他解釋，今年本港流動性充裕，加上該
行有一筆2.25億美元次級債將於10月到期，相信續期後成本會
大大降低，可望令淨息差改善0.05至0.10個百分點。

永亨純利18億倒退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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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豪宅價格排名
名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地區
摩納哥
香港
倫敦
日內瓦
巴黎
新加坡
莫斯科
紐約
悉尼
上海

每平方米（美元）
5.76-6.37萬
4.92-5.44萬
4.19-4.63萬
2.93-3.24萬
2.53-2.8萬
2.52-2.78萬
2.2-2.43萬
2.18-2.41萬
2.17-2.4萬
1.96-2.17萬

創興銀行（01111）昨公布，去年錄得純利5.43億元，同
比下跌3.1%；每股盈利為1.25元，派末期息0.35元，全年合共
派息0.46元，按年下跌8%。新任行政總裁劉惠民於業績會上表
示，該行會維持積極 「放盤」態度，是全數出售抑或引入股東
都有不同考慮，強調最重要仍然是對股東帶來的效益，不會因
為人事變動而有突發性轉變，但現時沒有新消息可以公布。

劉惠民指出，任何合作或併購計劃，該行亦會積極考慮；
主要是配合該行發展策略及股東利益為首要，不會因為個人任
命的轉變，而令整體出現突發性的轉變，因為銀行屬於一個集
體決定的企業，強調該行會繼續以按部就班的態度去處理賣盤
的問題，惟暫時沒有實質宣布。

期內，創興淨息差按年收窄7個基點至1.10%；淨息差由
2012年上半年之1.06%改善至下半年之1.13%，總經理陳凱傑解
釋，主要由於將資產回報提升，如去年將較低回報的資產收回
，轉為投資高回報資產如高息債券，令淨息差維持。他預期，
今年淨息差將擴闊5個基點。

創興於期內資本充足比率維持於15.34%，而核心資本比率
為10.57%。陳凱傑表示，在《巴Ⅲ》實施下，預料今年資本充
足率將調整29個基點，但仍較15%的監管要求為高，故無集資
壓力。另外，持有創興銀行逾50%股權的廖創興企業（00194
）公布，去年全年盈利倒退20%至4.8億元，每股盈利1.27元，
派末期息18仙。

控（00005）財務董事麥榮
恩日前於分析員會議中表示，新造
按揭風險加權資產上升，市場或需
重訂按揭市場的息率價格。渣打洪
丕正坦言，在巴塞爾協定三的推行
下，不只按揭，整個銀行的資金成
本確有上升壓力，而成本上升，難
免最終轉嫁至貸款者身上。至於政
府推出調控樓市措施的成效，他認
為，中長線而言，要解決樓價的問
題始終要從供應入手，政府現時的
措施只是短暫壓抑需求，尤其是投
資性的需求，但認為自住買家不應
受影響。

新措施短暫壓抑需求
渣打香港個人銀行業務主管禤

惠儀續稱，新措施下，銀行資金成
本確有上升，故按息實有上調壓力
。她透露，該行現時的風險加權資
產比率低於10%。被問及何時會上
調按息，她指要考慮市場因素及客

戶反應再作決定。她續稱，去年該
行本地按揭業務增長11%，料今年
全年回落至中單位數增長，但強調
按揭業務非常受到市況影響，故現
時估計言之尚早。她又表示，該行
將會致力保持市場佔有率，期望今
年維持與市場發展同步，繼續積極
承造按揭。

渣打昨日公布，1月份渣打人
民幣環球指數升至新高809，較
12月的748上升8.2%，指數再創新
高。渣打表示，主要受惠於本港
、新加坡及倫敦人幣貿易付款創
新高，推動貿易結算及其他國際付
款。

該行指出，通過新加坡的跨境
人民幣付款按月增長三成，而通過
倫敦更大升四成，而點心債及存款
證亦是指數上升的第二大來源，預
計於今年底指數能最少升至1200。
該行又指，剛推出的台灣 「寶島債
」將成指數未來上升的另一動力，

預計今年底台灣人民幣存款將累積
至1000億至1500億元人民幣。

繼續吸納人民幣存款
渣打香港環球市場主管陳銘僑

表示，雖然去年國際金融市場波動
，但在企業銀行下，人民幣相關收
入上升三成，而人民幣存款增長
46%，增幅較市場為高，相信隨
人民幣資金出路增加，該行亦會繼
續吸納人民幣存款。

長建去年度業績摘要（單位：億港元）

分項
營業額
聯營公司業績
稅前溢利
股東應佔溢利
每股盈利（元）
末期息（元）
暫停辦理過戶登記5月14日

2012
41.05
86.26
100.56
94.27
3.93
1.26

2011
34.93
69.74
82.66
77.45
3.38
1.165

變動
+17.5%
+23.6%
+21.6%
+21.7%
+16.2%
+8.1%

受惠英業務 長建勁賺94億

創興利潤5億跌3%

▲萊坊董事及萊坊大中華區研究部主管林浩文、萊
坊住宅研究部主管Liam Bailey及中銀國際控股副
行政總裁黃劍雄

▲左起：渣打香港個人銀行業務主管禤惠儀、渣打香港行政總裁洪丕正、渣打香
港區企業銀行及金融機構部董事總經理周李婥娟及渣打香港環球市場主管陳銘僑

本報記者杜漢生攝

▲長建公布
截至去年12
月底止全年
業績，營業
額按年上升
1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