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澳博控股(0880)昨公布截至去年底
止之全年業績，期內純利增加49.1%至53.08億元，再
創新高；每股盈利96.4仙，派末期息每股43仙，另派
特別息每股22仙，合共派息每股65仙。

市佔率續居首 多項收益創新高
業績報告指，期內除純利創新高之外，旗下澳門

博彩股份的博彩收益增加32%至755.14億港元，亦創
新高；集團經調整EBITDA增加42.5%至69.23億元，
亦創新高；澳博在澳門娛樂場博彩市場之佔有率繼
續高踞首位，佔整體博彩市場的29%。截至去年底
止的現金及銀行結餘合共為207億元。

報告指，新葡京娛樂場於去年繼續表現出色，年內
經調整物業EBITDA為37.56億元，而經調整物業
EBITDA率按香港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計算為16.5%。
如按美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計算，新葡京娛樂場於
2011年之經調整物業EBITDA率將為27.2%。新葡京
娛樂場的中場賭 博彩收益增加39.1%，貴賓博彩收
益增加49.6%，以及貴賓籌碼銷售額增加57.7%。新
葡京酒店全年的入住率上升14.7%至92.6%，平均房
租增加5.3%至2,055元。

全年派息合共73仙大增逾倍
因應業績創新高，澳博控股建議派發末期股息每

股43仙及特別股息每股22港仙，連同已於去年9月派
付的中期股息每股8仙計，全年派息每股合共73仙，
較前年大增108.6%。

展望將來，澳博指，鑒於澳門之旅客人次及消費
能力增長強勁、通往澳門的基建發展完善、以及亞洲地區經濟普
遍欣欣向榮，加上集團具策略性分布之娛樂場網絡及穩健之財政
狀況，集團未來之前景將會十分亮麗。雖然一名競爭對手將於
2012年在路 區增添新的博彩及酒店設施，但預期對集團之業務
不會構成重大影響，因為集團之業務主要是集中於澳門半島。

集團指，為擴展於澳門的娛樂場營運並提升旗下娛樂場的營運
效率，以促進業務發展，已於去年及2012年籌劃一系列部署。其
中，新葡京娛樂場已於去年10月在二樓增設貴賓博彩設施，提供
12張賭 ，今年上半年將在31樓增設額外的貴賓博彩設施。澳博
昨收報16.24元，升1.75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璇）國美電器（0493）昨宣布，公司
將作為中國電信（0728）的管道戰略合作夥伴，成為蘋果
iPhone手機在中國銷售的主要管道之一，於3月9日(下周五)在國
美1,600多家門店開始進行全國首售中國電信版iPhone 4S手機。

從3月2日起，消費者可於國美全國門店（包括大中、永樂）
預訂中國電信版iPhone 4S。國美表示，此舉將會刺激市場需
求，吸引更多高端以及年輕消費者來店消費，並迅速增加管
道內新用戶的數量，達至雙贏局面。

在國美五年戰略規劃中，與中國電信等營運商的合作即成
為集團大力推進的重點業務之一。

國美下周五售中電信版iPhone 4S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璇）金風科技（2208）昨公布截至
去年底止的年度業績快報。根據中國會計準則，期內歸屬於
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將同比下跌73.5%至6.07億元，每股基
本收益也同比下跌76.77%至0.23元。

快報顯示，2011年度金風科技營業收入為128.71億元，同比
下跌26.85%；營業利潤6.98億元，同比下跌74.06%；利潤總額
為8.64億元，同比下跌69.12%。金風科技表示，由於受行業增
速放緩以及市場銷售價格下降影響，在2011年第三季度報告
中，公司預計2011年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與上年同
期相比下降幅度為50%-100%。

公司預計將於3月24日披露經審計的2011年報。

金風科技料去年純利跌73.5%

態動金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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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羅德看好黃金未來5年升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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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交所今年投入多毛利率恐跌
如期下周一起「加時」不排除有併購機會

李小加表示，該所去年資本開支
為7.43億元，但今年將會大幅

增加超過一倍至16億元，主要用於建
立新的數據中心及託管服務。數據中
心落成後，計劃設立場外交易結算所
服務，故有需要再增聘人手，估計該
所會聘請約100人。

增聘100人拓交易系統
他指，人工開支佔營運開支最大部

分，相信若每日交投不變，人手增加
將會影響毛利率。

對於商品市場的發展，傳聞港交所
有意收購倫敦金屬交易所（LME），
但李小加重申，港交所無能力跨境經
營其他交易所業務，以往亦無類似記
錄。他又指，港交所的經營策略，
重於自身建立的業務及產品，根據交
易所的三年發展計劃，會繼續專注於
大中華市場，同時會繼續吸引海外企
業來港，現時無併購計劃，但不會完
全排除併購機會，又表示交易所目前
財政充裕，又無負債，無需要集資或
改變派息政策。

李小加：未獲洽談續約
除了夏佳理將會離任外，李小加短

期也面對續約問題，李小加表示，目
前未有人跟他接洽，但強調喜歡現
時的工作。至於市場部分從業員仍
對第二階段延長交易時段有不滿，李
小加稱，對業界受加時影響感到難
受，但強調加時屬先苦後甜的政策。
目前不少國家早已將午休時間設為1
小時，本港只是順應趨勢，延長交易
時間可讓投資者有更多時間消化市場

消息。

新發展項目回報期長
業績會上有分析員問及，港交所往

後怎樣去進一步提升股東回報，李小
加表示，今年是落實多個重要項目的
關鍵一年，這些項目可讓該所更好地
抓緊機遇，逐步增加收入，惟有些項
目的回報期可能較長，因而可能在短
期內影響集團的利潤結構及現金流，
集團會繼續加強項目管理及實施更嚴
謹的財政紀律。

問及今年的上市申請情況時，李小
加透露，截至1月底止錄得102個上市

申請，當中僅少數取消申請，而今年
上市費維持不變。

目前港股的總市值龐大，但每日的
交易流通比率僅為55%，遠遜於區內
的東京交易所、深交所及上交所的
108%、218%及129%，也比韓國、台
灣等交易所低，李小加希望港交所未
來交易流通比率可與區內同步。他續
指，內地公司在交易市場當中，H股
公司的內資股佔11萬億元，其中大量
股份由社保基金持有，並未有於市場
上流通。他認為，若中國政府需要資
金時，釋放該批股份，將有助提升港
交所的交易流通比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港股將於下周一起延長交易時間半

小時，港交所(0388)行政總裁李小加昨再重申，「加時」的決定

已作全面諮詢，港交所將按原定計劃，於下周一起把午休時間縮

短至1小時。港交所主席夏佳理將於4月離任，被問到主席繼任人

選時，李小加拒絕評論，指該職位屬政府委任，暫時未有最新消

息。該所未來會致力發展交易系統，以及研究發展商品市場的可

行性，故今年將投入大量資金，可能令該所的毛利率下降。

港交所去年業績概要
項目 金額(元) 同比變幅(%)

日均成交 697億 +1

總收入 78.55億 +4

營運支出 18.23億 +13

純利 50.93億 +1

末期息 2.09 -10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港交所(0388)公布去
年業績，純利50.93億元，微升1%，基本每股盈利
4.73元，末期息每股2.09元，同比減10%，可以股代
息。不過，港交所去年沒收累積7年的股民未提取
股息合共1.08億元，令該所有額外收益，若減除該
筆收入，該所去年盈利其實是輕微倒退。

星展唯高達就指，港交所去年全年核心盈利有
49.85億元，符合該行預期，惟期內交易收入令人失
望，但就被較好的投資收入及低過預期的成本開支

所抵銷。

唯高達指交易收入令人失望
雖然業績符預期，但唯高達指港交所現價相當於

2011年預測市盈率31倍，回報率只有2.9%，有關估
值已經計入盈利復甦的預期，2012年港股平均每日
成交額要達到700億元以上，才能達致顯著的盈利
復甦，但即使近日市場氣氛好轉，平均每日成交額
亦只是680億元左右，故股份現價已全面反映其價

值。港交所昨日微跌0.07%報144.6元。
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指，過往每年平均錄得

未提取股息800至1,000萬元，未來有關收益會每年
入帳。港交所業績受市場成交影響，收益只微
升，但因衍生產品市場成交合約張數創新高，令
交易費及交易系統使用費上升，結算及交易收費
亦增加。此外，該所上市費無增長，維持9.49億
元，去年受歐債危機拖累，投資淨額減少17%至
3.9億元。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劉璇）

世界銀行發展
前景小組主管
Hans Timmer昨
日在港表示，
儘管部分發展
中國家，如中
國、印度和巴
西等國早前推
出刺激經濟措
施 ， 取 得 成
效。但他擔心
環球銀行系統
或會出問題，
因政府採取有

關信貸供應增長政策會引發壞賬問題，當全球經濟
增速減慢，不排除有關負面問題會從幕後湧現，影
響新興市場經濟發展，故認為新興市場需要保持銀
行系統的穩健。

中國料重點拓金融及服務業
Timmer指出，過去20年內地成功通過製造業帶動

經濟錄得迅速的增長，但未來20年若採取相同的政
策則難以保證依然可以持續增長。尤其現時環球經
濟發展放緩的情況下，中央政府面臨重大挑戰。他
相信中央下一步會重點金融及服務業的發展，令本
土企業融入國際化可以幫助提升產業鏈。

目前發展中國家佔全球的經濟增長五成，反映新
興市場的地位愈來愈重要。人民幣方面，Timmer表
示內地與全球金融市場逐漸接軌，中央政府應開放
人民幣，逐步降低人民幣對美元的依賴，令人民幣
不斷國際化。

他續說，歐洲央行推出第二輪為期3年的長期融資
操作（LTRO）對解決歐債問題有正面作用，但僅
限於短期。但歐債問題需要長期的時間解決，而非
短期就能解決的。

世界銀行近日公布中國經濟報告稱，中國必須放
鬆對工業的管制，並朝自由市場邁進，報告預計到
2030年時中國將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世界銀行判
斷中國經濟增速臨近拐點，呼籲中央政府以及未來
領導人整頓經濟結構，以便收入和生產力未來持續
提高。

對此，世界銀行提出六大項建議：鞏固市場經
濟、扶植創新、加強環保、向所有居民提供社保、
改善財政體系並與其他國家尋求互惠關係。其他具
體建議包括，敦促政府使銀行業和利率市場化，發
展私營經濟，保護農民權利並減少地方政府對土地
收入的依賴。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王穎、

通訊員 楊劍 長沙報道）三一重
工股份有限公司（600031.SS）
28日發佈對外投資公告，宣佈當
天在公司總部長沙與全球著名的
液壓起重、裝載、搬運設備製造
商 奧 利 地 帕 爾 菲 格 集 團

（Palfinger AG）簽署協議，雙方
將共同投資成立兩家合資公司，
大舉進軍全球起重機市場。

其中，三一重工下屬全資子公
司三一汽車起重機械有限公司與
帕爾菲格子公司Palfinger Asia Pacific Pte.
Ltd共同投資建立三一帕爾菲格特種車輛
裝備有限公司（簡稱「三一帕爾菲格」），
將針對中國和全球市場，主要生產銷售隨
車折臂起重機和伸縮臂起重機。投資總額
9億元人民幣，註冊資本為30,000元人民
幣，雙方各佔50%的股權。

另外，三一重工下屬控股子公司三一比
利時與帕爾菲格子公司Palfinger European
Units GmbH共同投資建立Palfinger Sany
International Mobile Cranes Sales GmbH

（簡稱「帕爾菲格三一」），主要從事三一
汽車起重機產品的海外銷售和服務。投資
總額400萬歐元，註冊資本為200萬歐元，
雙方各佔50%的股權。

合景泰富壓縮銷售目標至120億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趙建強) 去年未能完

成150億元(人民幣，下同)全年銷售目標的
合景泰富(1813)，今年將銷售目標大幅壓縮
至120億元，僅較去年實際銷售多約五億
元，公司指，在調控壓力下，去年銷售中
約39%來自商業項目，相信今年比率將相
若。該司今年可售面積約180萬平米，當中
約40%為商業。

合景泰富去年入賬金額中，僅約21%來
自商業銷售，主席孔健岷認為，短期內限
購令難以放鬆，公司不予期望，但兩年前
決定逐步提高商業銷售比率，目前已見成
效，有助改善現金流。該司去年現金由年
中的64.5億元減少至年末的53.73億元，負
債比率則由60.7%增至61.8%，較前年末
約48%更大幅攀升，另有約93億元未用貸
款。孔健岷稱，期望加快賣樓可減低負債
比率，但認為60%仍為健康水平。

為減低開支，去年合景泰富實際使用工
程款約35億元，較原定目標的55億元有所
減少，今年會繼續維持審慎的動工策略，
預料工程款使用與去年相若，約33億元，

預料動工面積約110萬平米，另有約10億
元未付土地款，加上保守的買地計劃，預
料資本開支不會太高。目前合景土地儲備
約900萬平米，足夠用5至6年。

去年賺21.03億增64.1%
合景泰富去年純利增長64.1%至21.03億

元，每股盈利0.73元，派末期股息0.22
元，若扣除物業重估收益，基本盈利增加
約40%至18.6億元。公司已售未入賬金額
則約83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黃詩韻)

目前經濟環境存在眾多不穩定
因素，而在負利率環境下，黃
金究竟能否成為有效避險工
具？施羅德昨表示，看好黃金
及貴金屬市場，並指黃金未來
5年升勢持續，儘管未來存在
不少挑戰，包括通脹加劇、歐
洲債務問題、央行政策改變
等，惟以上難題暫未來臨，投
資者需要緊貼市場狀況。

央行近年大舉買入黃金
施羅德投資管理新興市場債

券及商品產品經理Christopher
Wyke(見圖)認為，黃金過去20
年升勢持續，就技術角度，金
價隨後亦將會上升。現時黃金
資源相對緊張，需求大增，央
行近年大幅買入黃金，過去2
年錄得淨買入，去年佔黃金總
需求10%。中國作為目前東南
亞最大產金國，亦較少出口黃
金，大幅增加內地該金屬儲
備 。 過 去 1 0 年 來 ， 增 幅 達
82%，惟過去產金大國南非卻
錄得51%減幅。

Wyke認為，美國第3輪量化
寬鬆政策或將來臨，刺激金價
升勢繼續，至少5年才面臨利
率政策等問題。今年金價有望
達每盎司2,250美元高位，意味
升幅達30%。而黃金最低應只
會到每盎司1,500美元，但發生
機會少。

去年，黃金整體有升幅，但
Wyke強調，投資者應注意買入
的時機，可利用其他貴金屬分
散風險。今年首2個月，銀價
格表現較金價好，惟兩種貴金
屬價格都較波動，需要管理投
資組合。

■李小加(中)稱今年是落實多個重要項目的關鍵一年。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偉民 攝

■世界銀行發展前景小組主管Hans

Timmer。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璇 攝

■三一重工與帕爾菲格集團在長沙簽署協議，雙方

將共同投資成立兩家合資公司，大舉進軍全球起重

機市場。圖為簽約儀式現場。 香港文匯報

■左起：主席孔健岷、首席財務官徐錦

添、財務資金部副總裁羅兆和。

香港文匯報記者趙建強 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詩韻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