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稅務困擾 Prada孖展客減
今起招股 包銷商未釋疑慮

A6 責任編輯：劉理建 2011年6月13日(星期一)重 要 新 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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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去年10月上任的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

光亞首次應香港特區行政長官邀請，來港

展開為期3天的工作考察。他抵港後即與

曾蔭權會面，並出席了特區政府所設的歡

迎晚宴。王光亞訪港行程除了考察本港多

個重要設施之外，還廣泛接觸不同界別的

代表及市民，有助王光亞更好地了解香港

情況，進一步做好服務港澳的工作。

港澳辦作為主管香港事務的中央政府機

構，肩負 研究港澳社會各方面情況、協

調各地區與港澳聯繫，促進、協調內地與

港澳在經濟、科教、文化等領域的合作與

交流等職責。王光亞自出任港澳辦主任以

來，已經相繼會見了本港不同界別的代

表，正如他所說的那樣，是要「了解怎樣

把為港澳服務的工作做好」。這次王光亞

三天的行程編排得相當緊湊，將集中考察

特區政府運作、民生情況、金融產業及青

年發展4大方面，除了參觀金管局、港交

所、鄉議局新大樓外，亦有與社會各界代

表及與青年進行交流，更會親身落區與市

民交流，顯示其開明的作風及親民形象。

王光亞訪港期間，將與高層公務員會

面以及與青年舉行座談會，反映其對於

公務員團隊及本港青年問題的關注。事

實上，本港過去的成功離不開一隊高質

素的公務員團隊。回歸以來中央政府一

直重視公務員團隊的穩定，王光亞這次

會見高層官員既是要加強與公務員團隊

的交流及相互了解，也是為他們打氣鼓

勁。同時，青年是本港社會未來的主人

翁，但近年青年在就業、學業、置業等

方面都遇到不少困難，王光亞特意與青

年人舉行座談，正是要多了解時下青年

對各種社會議題的意見和看法，增進彼

此交流。為廣泛接觸香港各界人士，王

光亞今日將出席社會各界午餐會。參與

各項活動的人士應就社會關注的議題提

出有建設性的意見，並為兩地的融合發

展出謀獻策，更好地促進兩地的雙向交

流。
(相關新聞刊A2版)

在廈門舉行的第三屆海峽論壇大會昨日發佈

消息，大陸居民赴台「個人遊」將於６月２８

日正式啟動，首批試點城市是北京、上海和廈

門。兩岸雙方還同意開放福建居民赴金門、馬

祖、澎湖地區的個人旅遊，並盡快協商具體實

施安排。赴台「個人遊」在為台灣旅遊產業鏈

注入新商機的同時，也將開啟兩岸民眾交流新

的一頁。台灣可借鑒香港接待「個人遊」的成

功經驗，提升接納大陸遊客的硬件和軟件水

平，為以後大規模開放陸客赴台「個人遊」創

造條件。

據台灣「觀光局」統計，去年大陸遊客赴台

人數破163萬，較前年增長了67.75％，其中以觀

光名義赴台人數超過122萬人，相較前年成長幅

度高達 127.8%。隨 陸客「個人遊」的上路，

將觸及旅遊業的核心客源群體，比如青年客

源、商務公務客源，消費檔次更高、旅遊線路

更廣，島內受惠面將涵蓋觀光、百貨、零售、

餐飲等多個板塊。

赴台「個人遊」的大陸遊客，將開始真正

「深度接觸」台灣，為兩岸民間社會的情感交

流、相互認同奠定深厚基礎。一方面，大陸赴

台「個人遊」可以與台灣民眾「零距離」接

觸，深入了解台灣；另一方面，台灣民眾也可

以通過大陸遊客了解大陸，有助於降低兩岸民

間因為不熟悉而造成的隔閡。

據台灣媒體報道，不僅是台北的五星級酒

店、百貨公司，就連台南的鄉村，都殷切期盼

受惠於大陸赴台「個人遊」，這與內地居民赴港

「個人遊」取得明顯成效有關。內地居民赴港

「個人遊」開放以來，香港旅遊業相關職位增加

了20%至30%，內地遊客為香港累計創造超過840

億港元的消費，推動香港經濟重回快速增長軌

道。台灣可借鑒香港迎接「個人遊」的成功經

驗，提升接納大陸遊客的軟硬設施水平。台灣

開放陸客赴台觀光後，曾經發生一些意外事

件，包括蘇花公路塌方、阿里山小火車翻車

等，提醒台灣當局要高度重視提升大陸遊客的

安全保障，改善旅遊配套，嚴格執行旅遊服務

監管，在擴大規模時應量力而行，確保大陸遊

客乘興而來，平安而回。

(相關新聞刊A4版)

王光亞訪港了解社情民意 赴台「個人遊」開啟兩岸交流新頁

興源動力擬周五招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邱婷）經過數次失敗告終的

嘗試，意大利奢侈手袋及時裝品牌Prada(1913)的上市之路終

於在港開啟，今日起至本周四在港公開招股。外電引述消息人

士指，該股國際配售已超購5倍。惟市場人士則認為，在市況

疲弱以及Prada須就股票利潤徵稅下，散戶反應應不及預期踴

躍。有證券商已指，接獲孖展預訂比預期少，已

縮減預留給Prada的孖展額。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

基) 全球經濟放緩的憂慮升
溫，拖累美股大跌，不單跌穿12,000點大關，
同時連跌6周，是2002年以來最長跌浪，比金
融海嘯時更慘情。在美掛牌的港股ADR同樣大
跌，預期港股今日將低開240點，跌至22,200
點。分析人士指出，在面對美國經濟數據差、
內地收緊銀根應對高通脹，加上港府出招遏抑
樓市泡沫的外內環境夾擊下，港股短期難有起
色。

迎通脹 道指連跌六周
美股表現差勁，主因美國5月進口價格意外

上漲0.2%，暗示出現「輸入性通脹」，數據打
擊投資氣氛。另外，美國企業仍未肯大量增聘
人手，失業率居高不下將打擊當地復甦。對經
濟放緩的憂慮，同樣出現在內地，中國出口增
長從4月的29.9%大幅放緩至5月的19.4%，對美
國和歐盟的出口更跌至09年底以來最低，投資
者擔憂中國「硬 陸」。

市場憂中國「硬 陸」
中國的出口數字急降，超出市場預期，加上

適逢旱災跟暴雨，糧食價格難以下降，通脹勢
必繼續高企。若收緊銀根遇上經濟放緩，內地

「硬 陸」機會將大增，促使國際投資者近期
看淡中國股票。五年前曾準確預測美國爆發金
融危機的紐約大學教授魯賓尼認為，中國產能
經已過剩，令其經濟在2013年後或現「硬
陸」。

他表示，中國經濟除依靠出口外，亦依靠固
定資產投資，後者佔內地生產總值的比重現已
增長至五成之多。這情況或會引發兩個問題，
一是銀行體系呆壞帳急增、二是產能嚴重過
剩，最後引致經濟「硬 陸」。另外，「商品
大王」羅傑斯接受外電訪問時表示，目前正沽
空一家大型美國銀行，又沽空美國科技股及新
興市場股票。國際投資者的看法，正能解釋到
近期美股與內地股市勁跌的原因，這兩個市場
連帶影響港股。

業界料短期難反彈
金利豐金融(1031)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几表示，從美國的

ADR反映到港股今日可能下跌逾200點，若開市是裂口下
瀉，在衍生工具的影響下，後市要跌穿22,000點並不出奇。
惟港股目前股值偏低，部分大藍籌的市盈率只有10至12倍，
散戶不用太恐懼，港股跌穿22,000點後可望喘定。不過，內
地依然收緊銀根，限制流入港股的資金，相信短期出現大反
彈的機會不大。

郭沛證券副總裁黃志陽建議，投資者宜待周二內地通脹數
據出爐之後，才作部署。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邱婷) 內地柴油
發電動力單元系統製造商興源動力

（1156）擬來港上市，集資1億至1.5億
美元。消息指，該公司將於今日起至
22日進行國際路演，6月17日至22日公
開招股，28日掛牌上市。

該公司主要產銷柴油動力單元，為
柴油發電機供電系統製造熱交換系統
及電子調速系統，主席兼執董李佐元
表示，由於內地今年鬧電荒，加上在

「十二五」規劃對應急體系的強調下，
內地對以柴油發電機為主導的應急供
電設備需求正在增加，預計今年公司
產品訂單能較去年增約三成。他又
指，未來將物色應用工程及下游終端

方面的併購項目。
興源動力現時客戶包括康明斯、

Perkins、Caterpillar及三菱，為這些品
牌於內地使用的發電機提供熱交換系
統，李佐元表示，現時正在洽商向該
等品牌全球供貨。

光銀赴港發H股獲批
另外，光大銀行昨在上交所公告

指，於6月9日收到中國證監會的批
覆，核准該行發行不超過120億股H股

（其中包含超額配售15億股），每股面
值人民幣1元，全部為普通股。另外，
港交所上市委員會於6月9日對其在港
交所發H股的申請進行上市聆訊。

雖然Prada品牌的追隨者眾多，但
要「幫襯」其股票則要留意。根據
Prada招股書，散戶及機構投資者需
就買賣股票所得繳交約12.5%的資本
收益稅及27%的股息稅。

客戶多問不交稅後果
近日市況疲弱，加上Prada「創先

河」要股民在出售股票獲利後繳付
資本收益稅，令不少散戶對該股熱
情冷卻。

據悉，證券商接獲孖展的預訂比
預期少，反而接獲客戶查詢有關交
稅事宜的電話更多。散戶對Prada
疑問，包括散戶是否需要納資本收
益稅、如何申報稅項、稅項在甚麼
地方繳交、當中有何手續，以及最
多 人 問 的 「 如 果 不 交 稅 有 何 後
果」。

業界希望港交所及包銷商就此作
出釐清，包括資本收益稅是否有時
間性，是否適用於「即日鮮」及有
關的法律責任是在客戶還是中介人
身上。惟昨日的視像記者會上，包
銷商並沒有就稅項問題作明確解
釋，僅叫投資者「仔細閱讀招股書
第7頁至9頁」，未有解答所有市場疑
問。

須由意國領事館辦理
對於Prada要股民付資本收益稅，

市場有不同的詮釋。對於散戶而

言，需繳交的稅款可能只是「雞碎
咁多」，惟最大的問題是交稅手續繁
複且存在不明確地方，令他們卻
步。根據招股文件，若香港股東需
要向意大利政府繳交增值稅，須向
意大利領事館申請稅務證明號碼，
填寫由意大利文印製的報稅表。同
時，意國不接受支票支付，股東須
透過獲意大利認證的銀行繳交稅
款。

投資者學會主席譚紹興指，現時
香港與意大利並無明確雙邊稅務安
排，買賣股票各項手續費能否扣
稅、透過證券行持股或個人持股逾
10年可否免繳、倘欠缺明確買賣紀
錄人士如何申報及交稅等仍屬未知
之數，且稅項執行成本偏高，令意
大利實際上難以向散戶收稅。雖然
意國當局較難向本港散戶徵稅，但
不排除身陷歐債危機的意國政府要
求所有投資者主動報稅及交稅。

黃表認購免繁複手續
金利豐金融(1031)研究部執行董事

黃德几建議散戶可以黃表認購，因
為股份寫證券行名字，日後就算被
追收稅款，也只向證券行「交數」
就可以，免卻繁複的報稅手續。亦
有意見認為，透過經紀及銀行等中
介人買賣，意大利稅務局難以追查
每個股東賺錢與否，令這抽稅行動
難以實施。

香港散戶向意大利政府報稅手續
1)向意大利領事館申請稅務證明號碼。

2)填寫由意大利文印製的報稅表。

3)不接受支票，須透過獲意大利認證的銀行交稅，稅款以歐元為單位。

4)散戶或需面對當地政府查詢

＊券商建議散戶以黃表申請該股，避免繁複手續。

內地每年擴充10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邱婷）Prada為

首間於本港上市的意大利企業，同時為
一眾國際消費品牌來港上市拉開序幕。
該股招股價介乎36.5元至48元，發行
4.23億股，集資最多約203億元，入場費
約4,848元；將於本周五定價，本月24日
上市。

Prada行政總裁Patrizio Bertelli表示，
雖然現時市況波動，對公司上市仍感樂
觀。他指，未來三年計劃開店80間，其
中約一半位於快速發展中的國家，在中
國將以每年10間至12間的速度開店。集
團預測，截至今年7月底半年純利不少
於17.1億元。

近期環球市況脆弱，令箱包產銷商新
秀麗集資12.5億元的上市計劃出師不
利，不單縮減定價區間，最終亦只以下
限定價。對此Prada副主席Carlo Mazzi
表示不感擔心，亦無壓力。對於市場普
遍認為其2011年預測市盈率高達近28
倍，高於Tod's、Burberry等歐洲奢侈品
牌的平均水平，Prada管理層指，其定
價區間合理，並真實反映公司價值，惟
未回應是否太貴。

中國廠房限產半成品
至於消費市場對其產品生產地的疑

慮，Bertelli表示，Prada產品20%由位於
意大利及英國的自設生產線製造，另約
80%由480間外部生產商製造，而中國
廠房僅生產半成品，原料來自意大利，
完工及質量監控亦均於意大利完成，來
自內地的勞力只佔20%。

Prada（1913）招股詳情
招 股 價：36.5-48元

發行股數：4.23億股（10%公開發售）

集 資 額：154-203億元

每手股數：100股

入 場 費：4,848.38元

招股日期：6月13-16日

定 價 日：6月17日

上市日期：6月24日

保 薦 人：東方匯理銀行、高盛

派 表 行：匯豐、中銀香港、工銀亞洲

■Prada行政總裁Patrizio Bertelli（右二）指，現時市況儘管波動，惟對公司上
市仍感樂觀。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興源動力主席兼執董李佐
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邱婷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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