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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擬7800億回饋股東
季績驟減18% 十年來首降

面對銷情放緩不利形勢，同時為扭轉股價暴跌的局面，蘋果公司宣布大規模
回購股份和派息行動，將於2015年底，把回饋股東的資金提高550億美元，至總
值1000億美元（約7800億港元）。蘋果形容今次回購計劃是歷來最大規模。同時
，蘋果又表示，第二季度盈利大跌18%至95.5億美元，此為蘋果10年來季度盈利
首次縮水，與此同時，蘋果今個季度的銷售預測低過市場估計。另外，穆迪和標
普對蘋果計劃籌錢回饋股東投不信任票，即時調低蘋果的AAA評級。

本報記者 鄭芸央

智能手機重量級企業美國蘋果公司，剛剛公
布一份差強人意的成績表，然而這一早在市場預
計之中，最令市場注目的是蘋果宣布大規模的回
饋股東行動，將向股東額外回饋550億美元現金
，補償因為業務增長放緩而拖累股價重挫的損
失。

位於加州的蘋果將會透過回購和派息向股東
回饋，到2015年這筆回饋金額將達到1000億美元
。蘋果同時調高股息15%至每股3.05美元，高於
之前的每股2.65美元。由去年9月以來，投資者
擔心蘋果的產品銷情放緩，股價自始扭轉升勢掉
頭急滑，市值因而蒸發接近2800億美元。

被穆迪標普降級
蘋果形容為史來最大規模的股票回購計劃，

不過對於一間本來輕鬆無債、兼且現時手持1450
億美元巨額現金的企業，突然計劃借錢進行股東
回饋行動，評級機構對此並不支持，穆迪和標準
普爾分別調低蘋果的AAA評級，導致其評級低
於微軟、Johnson & Johnson及埃克森美孚等大
企業。分析稱，蘋果今次的大規模回饋決定，有
別 「蘋果教父」喬布斯堅持愈多資金愈好的政策
，不過面對活躍股東的不斷施壓，行政總裁庫克
只好就範。

蘋果周三公布財年第二季淨收入大減18%至
95.5億美元，相等每股10.09美元，為10年以來首
見的季度盈利下跌，反映受到同業對手三星的競
爭日益劇烈。行政總裁庫克承認，增長正在放緩
。蘋果估計，今個季度銷售料介乎335億美元至

355億美元，低過市場預期的384億美元，並估計
今個季度的毛利率料介乎36%至37%，低過分析
員預測的38.7%。上季毛利率由一年前的47.4%縮
窄至37.5%。分析指出，增長放緩、競爭加劇、
毛利率受壓，加上計劃借錢回饋，投資者對蘋果
前景憂上加憂。

股價高位累跌42%
蘋果公布業績後，股價曾經升5.9%至每股

429.90美元，但其後升勢大幅放緩，美國周三早
段蘋果股價再跌，曾跌逾3%，報392.5美元。今
年以來股價暴跌24%。蘋果股價去年升破每股
700美元，但隨對手三星和同業的節節進逼
，投資者開始沽售蘋果股票，拖累股價暴跌了
42%，庫克坦言股價的跌勢公司所有人感到十分
沮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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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宣布史無前例的股東回饋計劃之際
，蘋果也給公司產品粉絲 「果粉」帶來了
好消息，行政總裁庫克（Tim Cook）在
發布會上透露，從今年秋季開始至明年，
公司將推出一系列 「令人興奮的」新產品
，吊足粉絲胃口。

蘋果主動談到新產品發布時間並不常
見，庫克在昨日的業績發布會上則不止一
次提到，公司研究團隊正在研發 「令人興
奮的新硬件、軟件及服務產品，而我們已
經等不及在秋季及明年向大家介紹這些產
品」。但他未透露新品發布的詳情和具體
時間。

庫克稱，新品將擴展至新的產品類別
，並會推出與iTunes及iCloud類似的軟件
及產品服務。分析稱，蘋果除了進行常規
的iPhone及iPad產品升級以外，也可能在
明年推出業界長期流傳的手表iWatch及電
視機如iTV等重磅產品。蘋果的特色之一
便是同時研發硬件及軟件產品，使自家產
品間配合緊密，形成自有的 「生態系統」
。蘋果去年利用Appstore和iTunes售出的
應用程序、音樂及服務營收達40億美元。

雖然庫克並未完全排除秋季前發布新
品的可能性，但分析師料iPhone5S或將推
遲至秋季發布。蘋果上一次新產品發布為
去年10月份的iPad mini和iPad 4，此後一
直未有產品更新，股價也一路下跌。其主
要勁敵之一的韓國三星（Samsung）3月份
剛剛發布最新智能手機Galaxy S4，對蘋
果造成一定壓力，但三星歷來以發布多型
號多價位產品為主要策略，與蘋果有所
區別。 彭博社

三星智能手機旗艦Galaxy最新型號本周開賣，韓
國三星要在日漸飽和的智能手機市場 「自我」競爭，
新一代Galaxy S4裝備眼球移動控制科技，當手機用
戶視線離開屏幕時，觀看中的影片就會暫時停止播放
，Galaxy S4使用的芯片，相對上一代的Galaxy S3運
行速度更快、體積更薄和輕。

三星上月在紐約無線電城音樂廳（Radio City
Music Hall）為Galaxy S4舉辦了公開推介活動，這款
三星最新的智能手機本周五將在韓國發售，周末全球
開售。三星的智能手機已經成功搶奪蘋果iPhone的主
導地位，成為全球最大智能手機生產商，而在智能手
機市場目前的形勢之下，三星最大的對手似乎是自己
本身，這個一哥地位漸對三星產生無形的壓力。分析
指出，如何能淡化其模仿的形象，成為業界創新者，
三星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而Galaxy S4的銷售成績
，將會顯示它能否於市場維持其前端的地位。

近期推出的智能手機款式，失去了當初iPhone面
世時帶來的驚喜和興奮，其中原因是缺乏新的突破。
Galaxy S4的裝置包括高解像度的5吋屏幕，三星為這
款新手機進行大規模的宣傳活動，包括周二在悉尼歌
劇院舉行隆重推介活動。三星是全球手機生產商一哥

，去年每個季度都錄得驕人的業績，分析員料周五公
布的首季業績，三星的營運盈利料大升53%至8.7萬億
韓圜（77億美元），主要都是來自智能手機銷售。根
據業界估計，2013年首季三星智能手全球出貨量為

6500萬部，市佔率約為30%。然而，分析指出，三星
要成為業界領導者而不是競爭者，仍要一段時間，因
為三星缺乏喬布斯這種天才，但蘋果沒有了喬布斯，
可讓三星有時間追趕。 彭博社 根據野村、瑞銀和蘇格蘭皇家銀行的預測，歐元區經濟

疲弱，歐洲央行下周將會減息。野村預測歐洲央行將會調低
利率，由0.75%降至0.5%，其他的銀行包括瑞銀、商業銀行
等均預測會減息，因為近期的經濟數據顯示經濟活動疲弱，
復蘇乏力。

歐洲最大經濟體德國4月商業信心錄得第2個月跌幅，周
三公布的Ifo商業信心指數跌至104.4，低於3月份的106.7。
經濟員普遍預測為跌至106.2。法國興業的經濟員表示，仍
然預期首季會有較好反彈，意大利選舉和塞浦路斯接受援助
帶來的信心衝擊屬短暫。與此同時，德國4月份投資者信心
跌幅超過預期，投資者擔心歐洲周邊國家政局不穩，拖累經
濟復蘇。

由於歐洲市場的銷情欠佳，目前很多德國的企業擴大亞
洲和美國等增長快速市場的出口。歐洲央行預測德國經濟今
年會萎縮0.5%，到2014年料增長1%。相反地，德國央行則
預測今年經濟有0.4%增長，2014年的增長料為1.9%。德國央
行行長魏德曼（Jens Weidmann）4月13日時表示，如果經
濟數據轉差，歐洲央行將唯有減息。

三星明售新手機 擁眼控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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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業績表
■第二季淨收入減18%至95.5億美元，
每股10.09美元

■派息每股3.05美元

■毛利率按年由47.4%收窄至37.5%

■iPhone銷量升至3740萬部

■iPad銷量升至1950萬部

■iPod銷量跌至560萬部

■Macintosh電腦銷量跌至400萬部

■預測今個季度銷售介乎335億美元至
355億美元，毛利率料為36%至37%

英倫銀行昨日宣布延長貸款融資計劃（
Funding for Lending Scheme，簡稱FLS
）一年至2015年初，並首次把非銀行貸款機
構納入其中，主要引導各大貸款機構增加向
中小企業放貸，為本國停滯不前的經濟注入
更多活力。

這一動議由英倫銀行與財政部聯合發起
，並首次向非銀行貸款機構開放，包括金融
租賃公司及按揭房屋信貸企業等。FLS計劃
自去年8月份開始實施，英倫銀行通過向貸
款機構提供低成本資金，以鼓勵它們向企業
及家庭放貸。但實施至今，FLS對中小企業
的刺激效果甚微，企業借貸量也呈下滑趨勢
，本次延長計劃時間並擴大受惠對象，主要
即解決這一問題。

英倫銀行行長金默文（Mervyn King
）稱， 「我相信延長FLS是很有價值的，因
為其能夠繼續幫助銀行規避市場利率上升的
風險。」自去年夏季隨歐債危機情勢走緩
，銀行的融資成本顯著下跌，但金默文相信
，延長借貸計劃能夠使銀行更加安心放貸，

尤其面臨歐元區近期不穩定性再度增加。FLS以0.25厘的成
本向銀行提供低息貸款，低於銀行從市場融資的成本。

除現有計劃外，英倫銀行還將統計今明兩年貸款機構向
家庭、大型企業及中小型企業的淨貸款數額。對於家庭及大
型企業貸款，英倫銀行將按照1：1的比例向放貸機構提供低
成本資金。而為刺激銀行向中小企業增加借貸，在今年內，
銀行每向中小企業淨貸出1英鎊，將可獲英倫銀行10英鎊的
低成本資金，2014年這一比例將為1：5。

英國財政大臣歐思邦（George Osborne）相信，延長
這一計劃將給中小型企業提供 「巨大支持」。商務大臣凱布
爾（Vince Cable）表示，FLS可以有目的性的為金融危機
中受損最嚴重的部門提供幫助。但英國在野黨工黨影子財長
萊斯利（Chris Leslie）則認為計劃仍做得不夠，需要成立
一個 「英國投資銀行」來有效刺激借貸。 金融時報

有見及增長不斷放緩，蘋果將會加大在
中國市場的開發，行政總裁庫克現打算在未
來兩年內，把蘋果在中國經營的零售店數目
增加一倍。蘋果目前在中國共有十一個零售
店。

大中華區是全球電腦和手機最大的市場
，蘋果在今個財政年度的第二季，在區內的
銷售額上升了一成一，至88億美元的新紀錄
。但比起截至十二月二十九日止季度內的六
成七增長，已顯得明顯失色。蘋果是在去年
尾季才首次正式公布這地區的業績。

蘋果昨日估計，今個季度的銷售額預測
將比分析員預期的少49億美元，這個憂慮令
投資者更擔心該公司在全球的增長已日益疲
弱。蘋果在中國有十一個零售店，較早前亦
曾被中國國家媒體抨擊其售後服務比起在美
國的質素要差。

上海中國市場研究組織一名高層表示，
蘋果的銷售額增長確實在大幅下跌，所以在
未來兩年將零售店倍增亦於事無補。他表示
，蘋果正受到嚴重的政治逆風所影響，將令
其更難取得准許開設新的零售店。同時，庫
克開店的速度亦不及蘋果前零售部主管約翰
遜的快，後者曾計劃在2012年2月，蘋果在
中國的店舖將會升至25家。蘋果早在2008

年在北京開立了首家零售店。
同時，蘋果iPhone在中國的銷售，亦是

透過第三者零售商來進行，即中國兩大無線
供應商─中國聯通（香港）和中國電信。
庫克表示，目前蘋果在中國的銷售點已增加
了約8000個，總數達至1.9萬個，上述研究
組織的高層表示，這實在太少了。庫克亦表
示，在未來的日子，蘋果在中國仍有很不俗
的機會，中國是一個很大的市場。

在過去兩年間，發展迅速的中產和上層
階級不斷捨棄了舊日的手機，更換新的智能
電話，令蘋果、三星、HTC等專門出產高
檔手機的電話需求急升。不過隨中國目前
已有接近3億人轉用了高檔的手機，下一波
的銷售額將主要來自價錢較平的智能手機，
令蘋果不知應該招徠低檔的使用者，還是集
中推廣人數較少的高檔使用者，後者的利潤
亦會較大。

整體市場急劇放緩
不過，由於去年十二月份底蘋果遲了在

中國推出iPhone 5，再加上受農曆新年假期
的影響，所以營業額的增幅受到影響。分析
員相信，未來的銷售額將會進一步放緩。電

腦研究機構IDC預計，今年中國的智能
手機銷售額將僅增長四成一，遠

低於去年的136%增幅。往後
銷售額更會開始倒跌，在
2014年將下跌一成七，2015
年跌一成二。分析員認為，
日後的主要增長額，將來自
中國本土的品牌，例如聯想
等，和部分知名度較低的品
牌，他們目前已把低檔智能
手機的售價推至低於100美
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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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央行下周料減息0.25%

▲英倫銀行貸款融資計劃自去年8月份開
始實施，至今對中小企業的刺激效果甚
微。圖為英倫銀行行長金默文

▲蘋果計劃借錢回饋股東
，穆迪和標準普爾即時調
低其評級

▲ Galaxy S4
新型號本周五
將在韓國發售
，周末全球開
售

▲市場預料歐洲央行下周將會減息

▲美耐用品
訂單跌幅見
7個月最大
，但企業業
績向好，美
股早段變動
不大

美國3月份耐用品訂單跌幅見7個月最大，但受部分企業
業績向好抵銷，美股早段變動不大，道指早段曾跌37點，報
14681點，標普500指數升1點，報1579點，納指跌1.57點，
報3267點。

美國商務部昨日公布3月份耐用品訂單數據，按月跌
5.7%，見去年8月份以來最大跌幅，差於分析師預期。2月份
訂單增幅亦調低至4.3%，少於市場此前預期。同時企業未來
開支計劃升幅疲軟，顯示美國首季製造業活動正在放緩。

分析表示，海外市場需求疲軟以及近期商品價格的大幅
下跌，對企業開支造成抑制。全球最大的礦業設備生產商卡
特彼勒（Caterpillar）調低今年銷售預期，並大幅削減商品
生產設備需求預期。

不包括交通設備的耐用品訂單意外連續兩月下跌，3月
份再跌1.4%。而由於民用及國防飛機訂單均大幅減少，交通
設備訂單大跌15%。數據顯示，美國航空業巨頭波音公司3
月份僅有39架飛機訂單，較2月份的179架大幅減少。

除飛機外的非國防資本耐用品訂單3月份小幅升0.2%，
未能緩和2月份4.8%的跌幅，市場一般通過該數據觀察企業
未來開支。另外，金屬、機械及電子設備訂單均減少。

另外，美國多家企業昨日公布業績，表現好壞不一。波
音首季業績勝預期，股價早段曾跳升4.2%，報91.92美元。
日用消費品巨頭寶潔（P&G）最新利潤預期差於分析師預
測，昨日早段曾跌4.2%，報78美元。 彭博社／路透社

美3月訂單跌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