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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生中期多賺2.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建強）本港零售

市道暢旺，迪生創建（0113）半年營業額
錄得28%增長至18.57億元，但期內股東應
佔溢利僅微增2.4%至6,250萬元。該公司解
釋，原因主要為太古廣場西武6月結業，及
內地「Tommy Hilfiger」代理權到期所致。
期內基本每股盈利16.8仙，派中期息13仙。

迪生全年目標開店80間，截至11月底已
開新店60間，其中11間位於港澳、內地40
間、台灣9間。該公司至今擁有零售網絡
338間，其中本港佔54間，銷售則佔50%。

本港聖誕零售看好
迪生執行主席潘迪生表示，近期內地客

人均消費有所回落，但整體需求仍然強

勁，且內地來港人數有增無減，對銷售影
響有限。他又看好聖誕消費檔期零售市道
仍然暢旺，亦指未見本港零售消費有放緩
跡象。不過，潘迪生承認，歐美經濟問題
若繼續深化，勢必打擊本港及內地投資，
而且隨 租金持續攀升，若出現經濟逆
轉，對零售業會有較大打擊，故對未來前
景審慎。他補充，目前租金佔銷售比約
19.1%，與去年相若。

截至9月底，該公司擁有現金7.6億元，
並處於淨現金狀態，潘迪生指有能力應付
各類型經濟波動帶來的衝擊，未來會繼續
尋找合適投資機會。他又強調，無意撤出

「西武」業務，會繼續尋找合適地點開設新
舖。

沿海家園負債增至12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建強）去年未有

項目竣工入賬，沿海家園(1124)今年度中期
業績終於扭虧，錄得4,740萬元利潤，惟其
負債比率由3月底之86%大增至120%。該公
司解釋，主要由於期內投得不少地塊，又
強調目前資金狀況健康，手持現金17.22億
元，暫無發債考慮，負債比亦不會再升。

中期扭虧賺4740萬元
沿海家園主席曾文仲昨於記者會承認，

為應對內地樓市調控帶來壓力，於8月起旗
下部分項目開始減價，幅度約7%至14%，
惟再減空間不大，並稱已考慮利潤情況。
他又指，旗下物業主要位於一、二線城
市，有一定吸納力。

面對樓市淡靜，該公司今年銷售較去年
有所下跌，截至9月底，上半年度銷售金額

約15億元(人民幣，下同)，去年同期則約20
億元。該公司財務總監夏向龍稱，截至11
月底合約銷售則逾20億元。該公司年初預
計全年入賬金額30億元至40億元，曾文仲
料全年可達標。

曾文仲透露，目前該公司於廣東省多個
城市洽談多個舊城改做項目，部分正由政
府進行拆遷工程。

對於後市走勢，曾文仲預料內地樓價中
短期內仍然會偏軟，至明年中樓市將會見
底，惟相信內地城市化進程持續，對樓市
有一定支持。他又指，在歐、美債務危機
波及下，內地經濟轉差，相信中央不會長
期使用緊縮政策，如可考慮放寬存款準備
金率等，即可帶動地產復甦。曾文仲昨早
發表意見後，昨晚人行即宣布下調存款準
備金率0.5個百分點。

羅兵咸：15礦企明年登
香港文匯報訊 會計師行羅兵咸永道表示，受當前全球經濟不明朗及股

市波動影響，預計明年香港的礦業公司上市專案將有10-15宗，較今年有
所回升。據路透社消息，羅兵咸永道香港礦業主管及審計部合夥人黃煒
邦表示，由於股市波動，截至9月底止礦業和資源相關企業的IPO(首次公
開發售)專案由去年的22宗減至8宗，但籌資額則由去年的680億元升至940
億元，顯示出香港逐步被確認為礦業和資源企業的上市中心。

外企借港北上拓市場
他說，當全球經濟不明朗因素消散、信心恢復後，市場就會重新得到

動力。目前等待港交所(0388)審批的各類IPO專案超過100個，相信很多企
業等待市場回穩才進行IPO。他並預計，明年在港上市的礦業公司單個集
資規模介乎20億至30億元，而其中三分之一為海外企業。以前礦業公司
多選擇在澳洲、倫敦和加拿大上市，現在還會考慮香港，目的為幫助其
品牌打入中國市場。

羅兵咸永道指出，歐美當前金融危機不會對中國商品構成重大影響，
預期明年中國仍維持至少7%的經濟增長。另外，由於中國對商品需求持
續增加，加上缺乏新的礦源和成本上升，商品價格的前景是樂觀。

羅兵咸永道中國礦業主管及企業購併服務部合夥人蘇啟元預期，中國
繼續收購黃金及其他貴金屬，以及優質工業資源資產，如鐵礦石、冶金
煤、肥料礦物和基本金屬。中國企業可能考慮到新興市場、北美等地物
色收購項目。

根據招股文件顯示，寶信將發行約3.79億
股，其中3.28億為新股，90%為國際配售，
其餘在港公開發售，招股價介乎8.5元至10.8
元，每手500股，入場費5,454.43元，集資
32.24億至40.96億元，保薦人為摩根士丹利。

寶信入場費5454元
寶信將於本月2日至7日招股，本月14日掛

牌。有消息指，該股獲兩個內地資金「入飛」
認購。資料顯示，截至12月底至年度，寶信
溢利將不少於約7.36億元。集資所得80%用
於擴展4S分點網絡，10%為一般用途，近
5%用於建立額外的維修中心，近5%提升、
維護及翻新4S代理店。

另外，本港健康及保健產品開發商及零售
商豪特保健（OTO）(6880)今日起開始招
股。其招股價為1.28元至1.6元，相當於明年
度預測市盈率8倍至10倍，料本年每股盈利
不少於0.16元。據市場消息稱，OTO國際配
售反應理想，已錄得逾2倍超
額認購。

是次集資金額，該公司將
有61.8%資金用於未來3年擴
展內地營運；18%用於內地
市場推廣；8.4%用於重新裝
修港澳門店；5.8%用於提升
研發能力；其餘6%用於提升
中、港、澳的資訊系統。

豪特配售逾2倍超額
豪特保健早前已引入天津

醫藥為上市前投資者。據其
銷售文件稱，天津醫藥在
OTO上市前持股約5.35%，

上市後持股價攤薄至4%。另有兩名上市前
投資者ICH Group及Aidan Investment，在
OTO上市後持股亦會攤薄至3.4%及1.5%。

豪特保健行政總裁葉志禮在招股記者會上
表示，該公司計劃未來3年在內地開設100個
百貨專櫃，主要集中於華東地區的外資百貨
公司為主，目前已和百盛百貨、太平洋百
貨、新世界百貨及萬象城等簽訂協議。產品
售價介乎1,000元至3萬元（人民幣，下同），
每個專櫃開設成本約15萬元，租金為收入的
20%至30%。現時該公司在內地有14個零售
網點，港澳有33個。葉志禮預計，至2014
年，內地和香港在業務比例各佔一半。

葉志禮稱，該公司每年將推出10-15個新
產品，其中3個至4個包裝成為主打產品，目
前產品毛利率約為60%至70%，而授予公司
及國際客戶毛利率則分別為50%及27%，但
後兩者沒有工資及倉存成本。此外，該公司
本財年派息比率將不會少於30%。

劉央1.56億認購寶信汽車
OTO今起招股 入場費3232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廖毅然）

由於周大福珠寶（1929）吸走大量新股
市場資金，部分新股為避風頭，選擇不
發行新股，改以介紹形式上市。美國品
牌Coach（6388）今日將以香港預託證券

（HDR）形式作第二上市，Coach主席兼
行政總裁Lew Frankfort預計，大中華區收
入今年升至3億美元，增幅62%。另外，
經營澳門新濠天地的新濠博亞娛樂

（6883）則於下周三掛牌。

大中華生意今年料增62%
Lew Frankfort昨日於香港分店召開的記

者會上表示，過去數年該公司內地同店

銷售一直保持雙位數增幅，故希望利用3
年至5年時間，把大中華區的銷售佔比由
目前的8%至10%升至20%，超越日本成
為該公司第二大市場。

他稱，內地約有100個城市的人口超過
1,000萬，相信每個城市可以容納兩間
Coach分店，故公司計劃未來每年在內地
開設約30間分店。據他透露，目前該公
司在大中華區共有70間分店，當中55間
位於內地，而明年底大中華區分店數目
就將增至100間。

珠寶商Tiffany早前曾表示，對內地市場
前景持負面態度。Lew Frankfort不認同此
種看法，稱在歐美衰退的拖累下，內地

經濟難免有所放緩，但增速仍然遠勝其
他地區。另外，該公司產品的售價較一
般歐洲傳統品牌便宜40%至60%，且每月
都會推出新產品，故有信心能吸引內地
高檔消費者。

Lew Frankfort又透露，目前大中華區業
務中有一半收入來自香港，其餘來自內
地。而銷情最旺的店舖亦是在港的尖沙
咀廣東道店舖，但該店面臨空間不足。

北美末季料單位數增長
談及整體業務表現時，Lew Frankfort表

示，北美仍是公司最大市場，上一季度
同店銷售錄得9.2%增幅，相信10月至12

月亦會有單位數增長，對聖誕節銷情感
到樂觀。至於日本業務，他指地震後已
逐步恢復。

新濠預託證券下周上市
另一方面，新濠博亞現時於美國納斯

達克上市，每1股普通美國預託股份將可
換取3股香港的普通股，每手300股。

「賭王」何鴻燊的公子何猷龍為公司的聯
席主席兼行政總裁，他昨日表示選擇上
市主要是為提升集資彈性度及增加公司
市值。由於該公司現時擁有強勁現金
流，相信旗下項目Studio City(前稱星麗
門)日後能成功獲銀行融資，因此毋需集
資上市。

澳門博彩業去年增長60%，今年至今
亦已增長40%，惟何猷龍相信，行業難
以持續高速增長，料明年增長將放緩至
15%至20%，但其公司將跑贏大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永青、劉璇）港股臨近年尾依然疲弱不振，但仍

有不少新股排隊上市。昨日舉行投資者推介會的寶信汽車(1293)，就獲

「女股神」西京投資董事長劉央撐場，並認購2,000萬美元（約1.56億港

元）。另一新股豪特保健（OTO）(6880)今日起開始招股，每手入

場費3,232.26元，市傳國際配售經已錄得逾2倍超額認購。

姜建清楊凱生續任工行執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子豪）中國人民銀行

行長熱門接班人、現任工商銀行（1398）董事長
姜建清續任工行執行董事。工行昨日公布，經臨
時股東大會決定，選舉姜建清以及行長楊凱生繼
續擔任該行執行董事，任期自股東大會審議通過
之日起計算。

內地銀監會、證監會及保監會相繼易帥後，人
行行長周小川的去留亦惹人關注，市場熱傳姜建
清可望接掌職位。早前中央公布由原任建設銀行

（0939）董事長郭樹清出任中證監主席、原農業
銀行(1288)董事長項俊波則任中保監。身為建、
農兩行新任董事長熱門人選的王洪章和蔣超良，
日前均分別被提名兩行的執行董事。

Coach每年內地開30店

潤泥4.1億增持海南項目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永青）華潤水泥

（1313）宣布，其全資附屬華潤水泥投資以代價
3.399億人民幣(4.1億港元)中標收購位於海南省的
華潤水泥（昌江）31.08%股權。完成收購後，華
潤水泥投資將持有華潤水泥（昌江）94.53%股
權。華潤水泥昨收報5.5元，跌6.78%。

中國供應商搶攻新興市場
香港文匯報訊　Global Sources 一項有關581家

中國出口商的調查報告顯示，中國供應商積極加
強向新興市場的出口，以應對由債務危機引發歐
洲市場訂單放緩的情況。有42%受訪供應商預期
在未來數月將進一步鞏固其在南美及拉美、中
東、非洲、東歐以及亞太地區的市場地位。

貿易協議利好亞洲貿易
由於中國與多個亞洲地區國家實行自由貿易協

議，故中國供應商對該區前景特別樂觀。受惠於
中國政府推行利好政策，內地消費市場不斷發
展，近20%公司計劃加強其在內地市場滲透率。

Global Sources 企業事務總裁裴克為表示，面
對歐洲訂單減少，中國供應商已採取積極主動的
措施以維持該區的出口業務。雖然大部分受訪供
應商表示出口業務已經受到歐債危機的牽連，但
仍對2012年的銷售前景持有審慎樂觀。

調查顯示，中國供應商應對歐洲訂單下跌的措
施包括：加快推出新產品、削減生產成本以提高
利潤、增加研投資以改良產品質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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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潤影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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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信汽車是次集資所得的80%用
於擴展4S分點網絡。圖為主席楊愛
華。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永青 攝

■豪特保健行政總裁葉志禮表示，該
公司計劃未來3年在內地開設100個
百貨專櫃。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璇 攝

■迪生創建
執行主席潘
迪生重申無
意撤出「西
武」業務。
香港文匯報

記者
趙建強 攝

■新濠博亞聯席主席兼行政總裁何猷龍(右)及財務總
監Geoffrey Davis。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偉民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