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內房去年盈利平均增20%

亞太區銷售增長33%

PRADA賺63億增45%勝預期
儘管歐債問題尚未解決，美國經濟前景

亦欠明朗，惟奢侈品市場仍然走勢強勁，
PRADA（普拉達）（01913）去年下半年
淨利潤激增3.8倍，全年埋單淨利潤6.26億
歐元（約63.2億港元），按年增近45%，董
事會建議派發末期息每股9歐仙。面對意大
利率先宣布實施金融交易稅，令持有普拉達
的小股東被納入稅網。股民應否繳交稅項，
仍有待釐清細節，普拉達亦未有交代具體安
排。

本報記者 李潔儀

■閻焱辭雷士董事長職務

簡訊

雷士照明（02222）昨公布，閻焱因需專注其他商業業
務，已請辭公司董事長、非執董以及薪酬委員會成員之職務
，自本月3日起生效。公告強調，閻焱與雷士董事局並無意
見分歧，並委任非執董王冬雷為董事長，於同日生效。早前
有內地報刊引述雷士照明創辦人吳長江曾透露，雷士主要股
東賽富亞洲之合夥人、兼雷士主席閻焱，則會退出董事會。
另外，吳長江表示，雷士擬進一步擴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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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虹紡織（02678）昨公布，集團擬進行一項國際票據
發售，並於昨日起向機構投資者進行一系列巡迴推介。建議
票據發行之完成須視乎市場狀況及投資者興趣而定，目前建
議票據發行之金額、條款及條件尚未釐定。待敲定建議票據
發行條款後，包括聯席帳簿管理人及公司在內之訂約方將訂
立購買協議。目前，天虹擬使用票據所得款項淨額約50%作
資本開支，餘額則用作營運資金及一般企業用途。德意志銀
行、渣打銀行及摩通為建議票據發行的聯席帳簿管理人。

■天虹紡織擬發國際票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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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香港貿發局主辦的香港國際春季燈飾展將於4月6日至
9日假香港會展舉行，是屆展覽匯聚全球12個國家及地區、
超過1000家供應商參展，數目為歷屆之冠。當中，芬蘭、希
臘、印度、澳門及英國的企業是首度參與是項展覽。今屆燈
飾展新增 「顯示屏世界」和 「吊燈世界」二個展區，進一步
方便買家搜尋合適產品和供應商。其他展區包括首次設立的
「小批量採購專區」、專為推廣品牌而設的 「名燈薈萃廊」

，及 「LED及環保照明世界」。
今屆春季燈飾展新增 「顯示屏世界」和 「吊燈世界」兩

個展區，進一步方便買家搜尋合適產品和供應商。 「LED及
環保照明世界」則集合各式各樣的LED產品，以及戶內外的
節能照明產品，正好迎合環保節能照明及LED燈廣受歡迎的
市場趨勢。專為推廣品牌而設的 「名燈薈萃廊」，今屆匯聚
140個知名品牌的燈飾系列，照亮全場，當中包括：億光（
Everlight）、Fulham、曼佳美（Megaman）、華藝（Huayi）
、Viribright等。

展覽亦設有其他專區，包括 「商業照明」、 「裝飾照明
」、 「燈飾配件及零件」、 「專業及戶外照明」，以及 「知
識產權營商區」。總括而言，展覽搜羅各式各樣環保節能、
多功能及設計新穎的照明產品，應有盡有。

同時，貿發局組織了超過50個買家團、超過3,400名來
自50個國家及地區的買家來港參觀燈飾展，為參展商締造更
多商機。海外買家團成員包括多家著名入口商或連鎖店的採
購代表，如Home Depot、Megalux、OBI等。本地的燈飾零
售商、地產發展商、物業管理公司、政府部門及公營機構、
酒店等，亦會派代表參觀展覽。

貿發局春季燈飾展開幕

世房股價近期走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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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塞浦路斯債務問題，重燃投資者對歐
債危機的憂慮，全球最大行李箱品牌新秀麗（
01910）主席兼行政總裁Timothy Parker直言，
歐洲經營環境仍然困難，惟集團力拓新興市場
及其他市場，估計今年中國銷售增長可達
20%。

繼續物色收購項目
新秀麗去年來自歐洲的營業額倒退近3%

，被北美洲取代第二大市場的地位。Timothy
Parker表示，將繼續物色收購項目，以擴張集
團規模及支持業務增長，計劃最快在今年內，
把早前收購的品牌引進亞洲市場，進一步擴大
市場佔有率。

Timothy Parker續說，印尼及泰國業務持
續處於高增長，亦預料隨住中國領導人換屆，
今年來自中國的銷售增長達15%至20%。

新秀麗計劃，今年維持內地擴張的步伐，
增設約200個銷售點，亦會大力發展電子商貿
業務，合作夥伴包括購物網站淘寶、天貓
等等。

另外，港交所資料顯示，摩根大通於上周
三（27日）增持新秀麗600萬股，每股作價
19.61元，涉及1.18億元，持股量增至11.24%。

新秀麗3月下旬公布業績後，股價一度創
20.95元上市新高，該股昨日跟隨大市向下，
尾市跌至18.7元喘定，收報18.9元，跌幅達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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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度內房股表現簡表
公司

綠城中國（03900）

世茂房地產（00813）

融創中國（01918）

華潤置地（01109）

中國海外（00688）

碧桂園（02007）

雅居樂（03383）

龍湖地產（00960）

淨負債率

49%

55.9%

78.9%

49.6%

20.5%

53.9%

64%

47.6%

按年變動

-99.7個百分點

-25.8個百分點

-25.2個百分點

-19.3個百分點

-12.2個百分點

-9.4個百分點

+2.1個百分點

+4.6個百分點

毛利率

29.2%

33.5%

25.8%

37.6%

38%

36.6%

41.4%

39.7%

按年變動

-3.4個百分點

-4.9個百分點

-7.8個百分點

-2個百分點

-4.6個百分點

+2.1個百分點

-12.4個百分點

-0.6個百分點

因應金管局要求銀行提高按揭業務的風險加權比率，佔
本港按揭市場首四位的中銀（02388）、豐、恒生（00011
）及渣打已相繼上調按息，但其他中小型銀行因未受金管局
有關要求的影響，故一直按兵不動。永亨銀行（00302）昨
日宣布，由下周一（8日）起調整住宅按揭息率25點子，上
調幅度與大行看齊。分析預期，其他尚未跟隨加息的中小型
銀行，相信最終會陸續上調按息。

永亨旗下的 「永享安居」置業計劃，即最優惠利率按揭
計劃（P按），將由P-2.5厘至P-3.1厘，上調25點子至
P-2.25厘至P-2.85厘，即實際息率增至2.4厘至3厘，現金回
贈不變為1%。至於同業拆息按揭計劃（H按），亦由H+1.7
厘至H+1.95厘，上限為P-3厘，增至H+1.95厘至H+2.2厘。
H按增幅同為25點子，現金回贈亦維持1%不變。

永亨加按息⅟厘

禹洲地產（01628）公布，以6.12億元人民幣（
下同）的代價，向楊素寶及吳木榮全數購入漳州市瑞
佳房地產開發公司股權，該公司已與漳州市國土資源
局訂立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出讓合同，並根據該合同
取得漳州市漳華中路以南及連科港西側，兩幅土地的
使用權。

上述土地總佔地面積為10萬平方米，將發展為規
劃建築面積不超過27.93萬平方米的住宅及商用物業
，平均可售建築面積成本約為每平方米2400元。公司
指，交易將擴大集團的影響力及加強其執行全國發展
策略，亦可擴闊集團的物業組合。

禹洲6億全購漳州市兩地塊

普拉達全年銷售摘要
（截至1月底止全年．歐元）

分項
銷售淨額
．亞太區
．歐洲
．意大利
．美洲
．日本
．其他國家

2013年
32.56億
11.60億
7.40億
5.28億
4.84億
2.93億
5098萬

全年變動
+29.1%
+32.9%
+36.9%
+18.6%
+23.3%
+14.2%
+234.8%

內地樓市調控未有鬆懈，然而內房去年度業績卻
異常出色，有中資大行研究指出，在本港上市的內房
企去年度平均盈利增速為20.8%。同時得益於年內強
勁的現金回收和銷售資金回籠，以及謹慎的資本開支
及土地購置，淨負債率平均降低至53.5%（2011年同
期資料為67.0%）。不過由於內房企去年普遍以降價
促銷，導致其毛利率繼續下行走低。該行預期，內房
企竣工面積增長將更為強勁，毛利率將保持平穩，但
在信貸市場對於房地產買賣雙方呈現收緊態勢的環境
下，負債率水平將進一步回升。

建銀國際指出，雖然內地20多個地方政府已公布
了新國五條執行細則，但內地房地產市場政策面的不
確定性仍然存在。該行市場調研發現，地方政府在經
濟復蘇緩慢的大環境下，對於出台嚴厲的地方調控措
施持保留意見，並保持一定的靈活性。故該行認為，
樓市調控進一步收緊仍要取決於未來一兩個月的市場
運行狀況。

世房3月份銷售創新高
就在新國五條細則陸續出台之際，內房企首季銷

售繼續緊接去年底強勢，其中世茂房地產（00813）
公布，截至3月底止首季，錄得合約銷售總額約137億

元人民幣（下同），合約銷售總面積約為111.56萬平
方米，同比分別增加88%及92%；首3個月的平均銷售
價格為每平方米1.23萬元。3月份，集團錄得合約銷
售額約為63.5億元，合約銷售面積約為50.9萬平方米
，同比分別增加47%及57%；該月平均銷售價格為每
平方米1.2476萬元。

美銀美林發表研究報告指，世房（00813）3月份
銷售創新高，首季銷售達137億元，表現勝該行預期
，並達世房全年銷售目標25%。重申其 「買入」評級
，反映其估值不昂貴，目標價19.9港元。該行指，世
房首季每平米銷售均價約1.23萬元，較2012年全年平
均水平高約9%，若現均價水平能持續，估算毛利率
亦能改善約2個百分點至36%水平，料至今年6月，將
現另一銷售高峰。

瑞房首季銷售額累計31億
融創中國（01918）亦公布，截至今年3月底，實

現合約銷售金額105.3億元，同比增長1.47倍，其中，
合同銷售金額為80.1億元，預訂合同金額為25.2億元
；同合約銷售面積約53.5萬平方米；合約銷售均價約
每平米1.967萬元，同比升26%。3月份，集團實現新
增預訂合約金額38億元，合同銷售金額32.1億元，合

同銷售面積約20.0萬平米，合同銷售均價約每平米
1.608萬元。

另外，瑞房（00272）今年首3個月累計合約物業
銷售額亦達31.79億元，完成全年物業銷售目標90億
元的35%；累計已出售總建築面積10.62萬平方米，平
均售價每平方米2.99萬元。截至3月底止，錄得認購
銷售總額22.28億元，料將於未來月份，轉成正式合
約物業銷售；另有109個車位於今年首季內售出。3月
份單月，集團合約銷售額達到6.55億元，已出售總建
築面積3.31萬平方米及27個車位；平均售價為每平方
米1.98萬元。

普拉達董事會建議派發末期息每股9歐仙（約
0.91港元），按年增長80%。根據意大利普通預扣稅
率計算，集團向透過中央結算及交收系統持有股份的
投資者，已預扣有關股息稅。

至於本港投資者在買賣普拉達時，應否繳交意大
利的金融交易稅一事，令證券界及投資者如墮迷霧，
立法會金融服務界議員張華峰日前與港交所（00388
）高層會面後引述，港交所曾與意大利領事館了解，
但得不到明確回覆，交易所下周將再度去信財庫局要
求澄清有關事宜。

扣股息稅後派息9歐仙
截至今年1月底止年度，普拉達全年銷售總額錄

得近33億歐元（約333億港元），撇除特許權費的收
益淨額為32.56億歐元（約328.6億港元），按年增長
29.1%，零售同店銷售增長為14%。其中第四季（11
月至1月）賺2.17億歐元（約21.9億港元），同比上升
19.2%。

亞太區仍是集團的重點銷售來源，去年達11.6億
歐元（約117億港元），按年增長32.9%。副主席
Carlo Mazzi在業績報告提到，亞太區市場佔銷售貢
獻比重由34.6%升至35.6%，主要受惠合共130間直營
店的零售網絡所推動，其中在內地淨增12間直營店，

令大中華地區銷售淨額增長35%至7.36億歐元（約
74.3億港元）。

至於普拉達發源地意大利市場，去年錄得銷售淨
額為5.28億歐元（約53.3億港元），按年增長18.6%，
增幅主要來自零售渠道，零售銷售淨額上升27.5%，
及同店銷售增長達20%，批發渠道的增幅為5.7%。

按照品牌分類，集團旗下 「PRADA」品牌銷售
淨額為26.5億歐元（約267.4億港元），增幅達32.5%
。 「Miu Miu」品牌銷售淨額按年升16.3%，錄得
5.13億歐元（約51.8億港元）。至於 「Church's」及 「
Car Shoe」銷售淨額分別為6840萬歐元（約6.9億港
元）及1970萬歐元（約2億港元），增幅為15.6%及
15.4%。

期末，普拉達共有直接營運店461家，經營現金
流量約7.59億歐元（約76.6億港元），持有現金2.3億
歐元（約23.2億港元）。

傳瑞銀支持正大購平保
控（00005）出售平保（02318）股權予

正大集團一事雖已塵埃落定，但市場一直猜測
正大的資金來源。《路透》昨日引述消息指，
向正大提供收購資金的是瑞銀。報道指，瑞銀
是在最後關頭通過兩筆融資安排達成交易，其
中主要的一筆融資額高達55億美元，貸款期五
年，是亞洲地區歷來最大金額的同類貸款之一
。消息人士更透露，瑞銀預計獲得總共約1億
美元費用收入。

正大現時已取代控成為平保的大股東之
一。但正大收購控手持的平保股份的過程可
謂波折重重，先傳出國家開發銀行叫停其用來
收購平保股權的440億元貸款，後再傳中保監
質疑正大是否真正買家及資金來源。市場一直
以為，失去國家開發銀行的貸款，正大收購平
保股份一事很大機會告吹，但在協議到期日，
正大最終成功籌集資金，並完成交易。

控近年積極重組及削減成本，一直出售

非核心業務，並宣布以約94億美元出售其持有
的約15.6%平安股權，而買家為泰國首富謝國
民旗下的正大集團。94億美元並非小數目，而
正大資金來源一直十分神秘，雖有傳國家開發
銀行曾給予其440億元貸款，但最終告吹。

而《路透》披露，正大的資金來源為瑞銀
，指瑞銀是在最後關頭向正大提供全套複雜的
融資安排，並只有參與其中的少數幾個人對此
知情。這解釋了正大在國開行退出後，如何得
以籌集到74億美元現金，用於支付交易尾款。

兩筆融資安排達成交易
報道引述消息人士指，瑞銀通過兩筆融資

安排達成這筆交易，其中主要的一筆融資為約
55億美元的五年期貸款。據湯森路透數據，這
是有史以來亞洲地區最大金額的同類貸款之一
，瑞銀也將相應獲得又一筆豐厚的費用收入。
消息表示，瑞銀先後預計將總共獲得約1億美
元費用收入。

湯森路透數據顯示，這將成為單獨一家銀
行在亞洲的單筆交易中獲得的最高費用收入之
一。

▲《路透》昨日引述消息指，向正大提供收購資金的是瑞
銀

▲新秀麗歐洲經營環境仍然困難，惟集團
力拓新興市場及其他市場，估計今年中國
銷售增長可達20%

▲普拉達去年下半年淨利潤激增3.8倍，全年埋
單淨利潤6.26億歐元，按年增近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