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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長江放風閻焱將離雷士

憂歐經濟較差國家爆煲

豐PMI見五個月低位
豐3月份香港採購經理指數（PMI）

，由2月的51.2回落至50.5，為近5個月以來
最低。有商界人士分析，市場擔心塞浦路斯
的金融危機只屬冰山一角，憂慮歐盟其他經
濟較差的國家亦會相繼 「爆煲」 ，令原本已
疲弱不堪的歐盟經濟更加雪上加霜，因此對
前景偏向保守，萬事以 「穩陣」 為首，不想
接太大及風險太高的訂單，故PMI回落屬意
料之事。

本報記者 李永青

■新地擬為滬國金中心再融資

簡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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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省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
公 告

譚受頤、譚潤頤：
本院受理原告余銀翠、譚美娥、譚美新、譚莉莉

、譚景頤、譚達榮訴被告你們析產糾紛一案，本院依
法作出判決。因依其他方式無法向你們送達判決書，
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九十二條的規
定，現向你們公告送達本院（2012）穗荔法民三初字
第668號民事判決書。判決如下：一、廣州市人民南路
53號房屋的拆遷貨幣補償款1465930元及利息，原告余
銀翠、譚美娥、譚美新、譚莉莉、譚景頤、譚達榮各
佔2/24份額，被告譚受頤、譚潤頤各佔6/24份額。二、
被告譚受頤、譚潤頤應協助原告余銀翠、譚美娥、譚
美新、譚莉莉、譚景頤、譚達榮領取拆遷貨幣補償款
。本案受理費18093元，由原告余銀翠、譚美娥、譚美
新、譚莉莉、譚景頤、譚達榮各自負擔1507元，由被
告譚受頤負擔4525元、譚潤頤負擔4526元。

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經過六個月即視為送達。
如不服本判決，可在公告送達期滿後三十日內向本院
提交上訴狀，上訴於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特此公告。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

二○一三年三月二十六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MULUAN LIANG（梁慕鸞）：

本院受理（2013）穗越法民一初字第900
號原告黃廣琚訴被告MULUAN LIANG（梁
慕鸞）財產損害賠償糾紛一案，因你（現住
美國）目前下落不明（無法送達），依照《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七
條第一款第（八）項、第二百六十八條的規
定，向你公告送達起訴狀副本及開庭傳票等
應訴材料。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經過三個
月，即視為送達。你提出答辯狀及舉證的期
限均為公告期滿後三十日內。本案定於2013
年08月14日08時45分在本院202法庭公開開庭
審理，逾期將依法缺席判決。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一三年四月四日

申請酒牌續期啟事
將太日本料理

現特通告：韓建剛其地址為新界
屯門時代廣場D座13樓7室，現向
酒牌局申請位於新界元朗建德街
27號將太日本料理的酒牌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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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交新界
大埔鄉事會街8號大埔綜合大樓4
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13年4月4日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SHOTA JAPANESE RESTAURANT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Hon Kin Kong,
Dan of Room 7, 13/F, Blk D, Trend Plaza,
Tuen Mun, N.T.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Shota Japanese
Restaurant at 27 Kin Tak Street, Yuen Long,
New Territ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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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F, Tai Po Complex,
No.8 Heung Sze Wui Street, Tai Po, New
Territories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4-4-2013

雷士照明（02222）創辦人吳長江昨表示，快將重
返董事會，而雷士主要股東賽富亞洲合之夥人、兼雷
士現任主席閻焱，則會退出董事會。雷士收市報1.7元
，跌1.743%，成交1180萬元。

《21世紀經濟報道》引述吳長江指，近期將重返
雷士董事會，並且會引入兩名具有行業背景的人士擔
任執行董事，而曾跟他出現爭拗的閻焱將退出董事會
，賽富亞洲於董事會將僅剩下一名代表。另外，吳長
江表示，重返董事會後擬進一步擴充LED業務，目標

是今年佔公司規模的比重，由目前少於10%提高到20%
至30%。

吳長江日前於業績發布會曾表示，公司董事會出
現分歧是正常，最重要是建立一個健康的決策架構，
讓所有事情在董事會內決定。他認為，董事會風波過
後讓公司管理層更為團結。他透露，董事會正在物色
有地位、有威望的人士出任執行董事，並會在適當時
候公布。同場首席財務官談鷹表示，主席閻焱完全支
持吳長江回歸董事會，並認為吳長江是最適合人選。

去年雷士照明純利倒退98.5%，僅賺841.6萬元人民
幣，收入、毛利率及淨利率等核心盈利指標全線下滑，是
公司創立13年以來，首次辜負對股東及投資者的承諾。

分析員：公司或可強勢復蘇
有分析員認為雷士照明今年或可強勢復蘇。交銀

國際科技行業分析員謝劍英表示，從產業分析，德豪
潤達（雷士照明第一大股東）是中國少數掌握上游外
延片及芯片技術的企業，中游燈具的封裝產能亦名列
前茅，而雷士的優勢在於中下游設計和龐大的銷售渠
道，兩者結合可助雷士建立LED全產業鏈，相信內鬥
結束後，公司會重新進入高速增長期。

雷士風波始於去年5月底，吳長江辭去雷士照明董
事長一職，張開鵬臨危上任。9月初，吳長江回歸雷士
，任 「臨時運營委員會」負責人。11月，雷士照明補
上兩名獨立董事，董事人數升至七人，但非獨立董事
卻一直 「維持原判」，吳長江被排除在董事會之外。
同月25日，雷士公告，張開鵬因有意尋找其他發展機
會而卸任。12月27日，德豪潤達發布公告稱以約13.43
億元的代價獲得雷士照明合共20.05%股份，成為雷士
第一大股東。今年1月10日，德豪潤達董事長王冬雷於
德豪潤達新產品發布會上透露，計劃於不久後進入雷
士照明的董事會。同月13日，吳長江接受媒體採訪時
亦表示，回歸雷士照明董事會應該只是遲早的事情。

保華建業（00577）主席洪
永時昨表示，集團旗下澳門賭
場項目，總投資額涉及64億元
，期望最快今年7月展開地基工
程，目標2016年完成。

市場關注保華建業旗下澳
門賭場項目的合作夥伴誰屬，
較早前有消息傳出，對方正是
有 「小賭王」之稱的何猷龍旗
下新濠博亞（06883）。洪永時並

無回應，只表示，項目將
設置66張賭桌，仍在等待
當局的審批結果。

保華建業副主席劉高
原透露，暫定不多於30%
賭桌設於貴賓廳，餘下則
會置於中場賭廳。

另外，保華建業已獲
股東批准，公司名稱改為
「路易十三集團」，以反

映集團發展澳門酒店及娛
樂場的新業務方向，至於
本身的建築及土木工程業
務，則將繼續使用 「保華
建業」品牌。

保華建業64億澳門建賭場

安踏體育（02020）宣布，與兩屆奧運會拳擊冠軍
鄒市明簽署代言人合約。集團主席兼首席執行官丁世忠
認為，透過多元化的贊助資源，將有助強化集團的產品
組合，配合今次簽約將加速中國拳擊體育走向國際化的
步伐，達至雙贏的營銷效果。

現年32歲的鄒市明，是中國國家隊次特輕量級拳手
，在2012年倫敦奧運會49公斤級決賽中，成功衛冕，為
中國代表團贏得第38塊金牌。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上，
他亦奪得48公斤級金牌。

拳手鄒市明任安踏代言人

川盟金融（08020）昨日宣布，
建議向合資格股東發行紅股，每持
有一股現有股份將獲發三股紅股。
紅股將以資本化公司股份溢價帳進
帳額中一筆金額之方式發行。於發
行時，紅股將與於有關配發及發行
日期之當時現有股份享有同等權益
，包括有權收取其記錄日期為配發
及發行該等紅股當日或之後之股息
及其他分派。

主席黃錦華表示，公司已於聯

交所上市超過一年，為慶祝並感謝
股東一直以來之支持，董事會決定
建議發行紅股。除此以外，董事相
信，透過資本化部分股份溢價帳之
方式發行紅股，可令股東參與公司
之業務增長，並提高股份於市場之
流通量，有助擴大公司之股東及資
本基礎。

此外，發行紅股後每手入場成
本將降低，有利更多興趣之投資者
投資於公司。

川盟擬一送三紅股

根據《湯森路透》旗下《基點》引述消息報道，新
鴻基地產（00016）考慮為上海國金中心商場尋求再融
資。消息指，新地將於本季就再融資發出邀請函。新地
於2011年1月取得49億人民幣3年期再融資貸款，當時共
有8家銀行參與該筆貸款，包括法巴、中國銀行（03988
）、三菱東京、豐控股（00005）、工商銀行（01398
）、瑞穗、渣打銀行及三井住友。

■富力上月銷售額34億增14%
儘管面對 「新國五條」調控，嚴妨炒樓及對售樓差

價大幅徵稅，惟未有嚇窒內房股的賣樓進度。富力地產
（02777）昨公布，3月份合約銷售總金額達34.34億元
（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14.4%，合約銷售總面積
按年升29.8%至30.11萬平方米。截至3月底止首季，富
力地產合約總銷售額約88.82億元，增長33.9%，合約銷
售總面積升42.2%至77.42萬平方米。德銀發表研究報告
指，3月份來自北京及廣州的銷售，對富力貢獻最大，
給予該股 「買入」評級，目標價17.16元。

首創置業（02868）昨宣布，3月份實現簽約金額
11.1億元，實現簽約面積13.5萬平方米。截至2013年3月
底，累計實現簽約面積約27.6萬平方米，較去年同期下
降14%，簽約金額則按年增長10%至24億元，尚有簽約
未認購金額10億元，正在辦理換簽手續。

■首置首季簽約額24億升10%

據外電引述消息指出，中石油集團有意入標收購
Marathon Oil在安哥拉離岸油氣田 「區塊31」及 「區
塊32」項目的權益，而馬來西亞Petronas亦有興趣參與
競購。Marathon Oil是次推售項目，主要是受到股東
的壓力，希望趁亞洲油公司對海外資產收購興趣正濃之
際，出售一些非核心資產圖利。路透相信，該批油氣項
目估值不少於60億美元。

■中石油擬入標購安國油氣田

全港各區工商聯會會董羅少雄昨表示，雖然塞浦
路斯發生金融危機已暫告一段落，但市場擔心歐盟其
他國家會相繼發生不同的問題，因此對歐盟經濟前景
感到很暗淡，與歐盟企業做生意亦傾向更加保守，很
多都要求有信用狀或即時付款才肯供貨。他相信，塞
浦路斯金融危機導致3月份香港PMI走低的主因。

港商紛採 「三不」 策略
有港商坦言，現時歐洲經濟不穩，美國經濟又復

蘇乏力，上月廣東又上調最低工資近兩成，在種種不
利因素下，不少同業已採取 「三不」策略，即不接利
潤太低的訂單、不接數期太長的訂單，及不接像塞浦
路斯這樣高風險地區訂單，又坦言： 「寧願賺少些，
也不想擔驚受怕。」

另外，近期貨櫃碼頭工潮問題遲遲未獲解決，已
開始影響本港出口業，令港商對前景增加不安感。香
港付貨人委員會主席林宣武指出，假期完結後貨櫃交
收逐步回升，希望碼頭方面可以做好安排、先處理早
前受罷工影響積存，及較易壞的蔬果等貨櫃。他說，
該會已設立電話熱線給廠商及業界查詢、了解業界受
影響情況及提供協助，亦會與運輸及房屋局聯絡。林
宣武希望事件能盡快解決，否則廠家可能考慮轉去內
地交收貨物。

豐經濟研究大中華區經濟師郭浩莊表示，2013
年首季結束，香港企業的整體表現尚算穩健，產出和

新訂單量皆有擴張，經濟的基本因素不俗，今年可望
進一步增長，惟通脹壓力亦會隨之逐漸升溫，而流動
性寬鬆的大環境繼續推動資產價格節節上揚；因此，
「保增長、抑通脹」成為了決策當局的最大挑戰。

新業務總體增幅屬溫和
豐的報告指出，受訪企業表示，新業務僅有溫

和升幅，產出增速亦因而放緩，並降至近6個月來最慢
。同時，3月份就業職位減少，降幅足以抵銷上月份增
長有餘。另外，投入成本進一步上揚，惟漲速是2012
年8月以來最弱。

3月份經季節性調整的PMI高於50的持平指標，有
關指數已連續6個月高於持平線之上，惟3月份指數為

50.5，乃2012年10月以來最低，反映整體增長僅屬輕微
。截至3月份，香港私營企業的新接工作量已連增5個
月。有錄得新訂單增長的受訪企業普遍認為，主要與
客戶需求增加有關。儘管如此，新業務的總體增幅僅
屬溫和；而來自內地的新訂單減幅雖然更為顯著，但
新訂單的整體增速與2月份相同。

另一方面，3月份產出僅輕微上升。綜觀目前已持
續6個月的上升周期，以3月份的增速最為緩慢。同一
期間，企業的投入品採購量自2月份以來大致不變；而
投入品庫存在過去9個月皆持續增加，增速則以3月份
最慢。同時，在近期一個調查顯示，香港私營企業的
僱員人數下降。綜觀過去3個月，企業整體職位於其中
兩個月均呈下降，最新錄得的跌幅則屬溫和。

全球最大3C代工之一的鴻海集團正
部署轉型，未來將重電子商務發展，並
以體驗店的服務形態經營，取代以往的純
零售網點。《中央社》引述鴻海集團表示
，將致力成為所有品牌最大製造及行銷平
台，因此傳統賣場通路將修正，陸續調整
策略，關閉部分零售店舖。對於外界盛傳
集團旗下賽博數碼 「拖數」，集團澄清貨
款已付清。

鴻海集團早年先在中國大陸3C（電
腦、通訊、消費性電子）市場布網，目前
集團旗下賽博數碼（Cyber）已設有34個
銷售網點。去年決定重施故伎在中國台灣
大 展 拳 腳 ， 先 後 開 設 大 型 賣 場 Cyber
Plaza、複合式賣場Cyber 3C+、小型店
Cyber mobile 及 電 子 購 物 網 站 WOW
Cyber，網點總數目標今年增加至30間。

然而，隨消費者已經習慣進行比價
，並透過網路下單，鴻海也被迫調整策略
，將重心擺在電子商務銷售渠道。據了解
，鴻海將整合集團資源，內地的飛虎樂購
，將推出新品牌電子商務平台，而在台推
出的網路購物平台WOW Cyber，將繼
續成為當地電子商務的主力平台。據了解
，電子商務資源將從集團內部各業務調撥
，電子商務平台由集團總部直屬主導規劃
，協調各業務全力參與。

至於在台的3C零售網點，《中央社》引述鴻海表
示，賽博數碼在台的六家實體店面，將陸續結束營業，
但預計今年7月在台南開幕的大型綜合商城Cyber Plaza
將如期進行。在內地的網點則未有最終決定。業內人士
透露，鴻海在台的生意主要依靠家電商品，不過現在廠
商家電商品毛利率最多僅20%，遠低於以往的30至40%
，再加上還有運費、後續維修等售後服務，淨利率僅剩
2%，故可理解透過縮減網點提升利潤水平。

澄清賽博貨款已付清
事實上，賽博數碼多位高層主管已在農曆年前後陸

續離職，外界已關注公司部署轉型，近期傳出賽博數碼
已拖欠3C供應商1至2個月貨款，Sony及LG等供應商搬
回貨品甚至寄出存證信函，要求賽博數碼盡快解決問題
。《中央社》引述鴻海發言人澄清，賽博數碼早已主動
通知廠商，從3月中旬起不再進貨，而相關貨款經已付
清，拖欠傳聞可能是供應商停止供貨引起的誤會。

立法會金融服務界別議員張華峰（
圓圖）昨代表其業界與港交所（00388
）股本證券與定息產品及貨幣環球
市場科聯席主管陳秉強會面，就普
拉達（01913）徵收金融交易稅事
件會面。張華峰表示，港交所也
承認金融交易稅在執行細節方面有
很多不清晰的地方，港交所下周初
將去信財經事務及庫務局要求澄清
有關事宜。

張華峰與港交所高層會面後透露，港
交所希望財庫局可以與意大利政府或領事館磋商
有關金融交易稅的安排問題，而港交所負責人希
望可以列席會議，從市場操作的層面，了解有關
安排，和提出意見。同時，港交所在兩周前也曾
致電意大利領事館了解金融交易稅事宜，但有關

負責人也表示不清楚有關收稅安排。
張華峰表示，港交所在徵求律師

和稅務顧問意見後也認為，金融交
易稅對中介所需要負的責任有澄
清的必要，故港交所希望可以在
了解金融交易稅的執行細節和澄
清有關問題後，向市場公布相關
的信息和指引，例如以問答的形

式，回應金融交易稅的繳稅安排問
題，以協助業界執行金融交易稅。
對於港交所是否可以負責統一徵收金

融交易稅問題，張華峰引述陳秉強指出，因金融
交易稅的徵收與現有印花稅徵收方式不同，較難
統一處理。由於金融交易稅是按交易淨額徵收，
個別投資者可以與兩個經紀分別進行買賣，可能
也涉及場外交易，港交所難以統一徵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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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3月份香港採購經理指數，由2月的51.2回落至50.5，為近5
個月以來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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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士照明創辦人吳長江表示，快將重返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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