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璇）中國中鐵
（0390）執行董事兼總裁白中仁昨表
示，上半年來自海外業務的收入佔總收
入約5%，與去年同期相比有較大幅度增
長。他預料下半年該比例將維持相若水
平，並冀全年海外收入佔比可達5%。他
指海外項目增長潛力大，未來將重點發
展。

截至目前集團建設逾1億美元的海外
項目超過20個，在建的海外項目總數逾
100個。惟目前集團的海外業務主要以

承包形式進行，暫時沒有收購海外公司
的目標及意向。

鐵路基建投資上調至4960億
白中仁續表示，集團過去數年中曾出

現經營現金淨流出的情況，儘管今年上
半年情況有所好轉，但金額仍超過157
億元（人民幣，下同）。集團過去做
BOT（建設-經營-轉讓）項目的回款時
間較長，但集團已由2011年後就不再做
BOT項目。未來將嚴格控制項目投資，

傾向進行2年內可建成及取得回報的項
目，對於需要3年以上才能回款的項目
會謹慎考慮。

雖然上半年鐵路建設完成訂單量不
大，但強調中國鐵道部推動鐵路建設決
心沒有變。他透露，鐵道部「十二五」
規劃鐵路基建總投資額2.8萬億元的目標
不會改變。最新的2012年鐵路基建投資
目標亦已由上月的4700億元再上調至
4960億元；鐵道部又要求於未來4個月
每月的鐵路建設投資額不少於670億
元。

中國中鐵上半年收入1909.15億元，按
年下降11%。錄得純利倒退2.2%至23.9
億元，每股盈利11.2分。不派中期息。

中鐵海外業務收入約佔5%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據研究機構理柏公布，
本港強積金基金8月份的平均投資回報率僅為0.37%，其
中以混合基金表現相對最佳，回報率為0.63%。但若綜合
過去8個月表現計，強積金的平均投資回報率為4.83%，
其中以股票基金成績最亮麗，回報率為6.23%，而年初至
今每名打工仔強積金戶口賺約6,691元。

首8個月人均賺6691元
理柏公布的數據顯示，在截至8月31日的1月內，強積金

基金的所有類別均錄得正回報，但回報率全部未超過
1%。表現最佳者為混合基金的0.63%，其次為債券基金和
股票基金，回報率分別為0.32%和0.31%；而保證基金和
貨幣市場基金分別僅錄得0.11%和0.02%。

若綜合從去年12月30日至今年8月31日止的8個月表現
計，強積金的平均投資回報率為4.83%。根據積金局的數
據，截至2011年底，強積金總資產為3,560億元，以此計
算截至8月底，總資產已滾存至3,732億元。再以最新披露
的全港約有257萬名有供款的打工仔計，8個月以來每人約
賺6,691元。

股票基金回報6.23%最佳
以類別計，表現最好的是股票基金，8個月回報率為

6.23%；其中中國股票基金錄得虧損2.38%，日本股票基
金虧損0.02%，是8個月以來所有類別中唯一「見紅」的
兩個基金。其餘均表現不俗，大中華股票基金、香港股
票基金、韓國股票基金分別錄得4.56%、5.51%和3.98%的

回報率；美國股票基金更高達11.40%；歐洲股票基金亦
達7.59%。以抗跌力強為標榜的債券基金，8個月回報率
為3.17%；混合基金表現稍好，回報率為5.32%，且無論
是進取、平衡還是保守型混合基金，均錄得超過3%的回
報率。保證基金和貨幣市場基金相對最遜色，分別僅有
2.27%和0.16%。

■中國中鐵股份有限公司聯席公司總裁白中仁

（圖左）、董事會秘書及聯席公司秘書于騰群。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偉民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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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基金回報率
8月份 年初至今

強積金平均回報率 0.37% 4.83%
債券基金 0.32% 3.17%
股票基金 0.31% 6.23%
混合基金 0.63% 5.32%
貨幣市場基金 0.02% 0.16%
保證基金 0.11% 2.27%

數據來源：理柏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涂若奔

JOYCE料下半年銷售較去年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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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積金回報上月僅0.37%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璇）聯想（0992）

遭股東日本電氣公司(NEC Corporation)將通
過出售所持聯想股份套現至多2.35億美元
(約18.3億港元)。日本電氣公司將出售2.811
億股聯想集團股票，價格區間為6.30至6.50
元，較聯想昨日收盤價6.62元折價1.8%至
4.8%。瑞士信貸集團負責安排此次交易。

瑞聲華晨配股共籌17.59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市場消息

披露，瑞聲科技（2018）大股東以每股25
元-25.65元，配售3,300萬股，配股價較昨日
收市價27.0元，折讓5-7.41%，集資最多8.46
億元。另外，華晨汽車（1114）也在市場
以7.17元-7.3元，配售1.25億股，配股價較
昨日收市價7.55元，折讓5-5.3%，集資最多
9.13億元。

財 經 簡 訊

NEC沽聯想套18.3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璇）香港茶餐廳
文化的代表—翠華餐廳的上市計劃順利進
行，或於10月進行上市聆訊，計劃11月掛
牌。翠華早於7月中已正式向港交所(0388)
遞交上市申請，並於去年年底重組股權架
構，引入多名策略股東。 翠華近期在牛頭
角開設旗艦店、自置寫字樓及新概念店，
也加快在內地擴張速度，於3個月內就新增
2間內地分店，其中武漢分店是在上海以外
首間內地分店。

翠華餐廳擬11月掛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印度電訊
公司Tech Mahindra昨日在公司網站宣布，
以8710萬美元（約6.79億港元）代價，收購和
黃（0013）於印度的電訊業務Hutchison Global
Services Private 的100%權益。和黃還將提供
8.45億美元的技術外包合同，年期為5年。

和黃6.79億售印度電訊業務

聖誕難捱 港資廠接單最多跌3成

工業總會副主席劉展灝昨表示，由年
初至今普遍來說，訂單數目較2009

至2010年期間的正常情況下跌5%至30%。
「若出口市場集中輸往歐洲的企業，跌幅
一定更多。」劉展灝預料，內地第3季出
口仍然不理想，而未來1至2年內不應對歐
洲市場寄予厚望，短時間內無轉好跡象。
就行業來分類，他相信電子、製衣、玩具
受一定影響。

歐洲市場短期無轉好跡象
他表示，廣東省7月份出口按年增長只

有3.3%，不僅遜預期，更遠低於今年上半
年平均6.2%的出口增長幅度。而來料加工
行業首6個月更繼續下滑，比去年同期跌
近20%。而東莞情況尤其嚴重，上半年

GDP增長只有2.5%，是整個廣東省增長最
慢及最少的地區，然而東莞是最多港商設
廠的地區之一。

5年內料30%內地港商倒閉
港商攻內銷市場目前更加艱難。劉氏

指，人力資源方面特別缺乏，外勞不到廣
東工作的情況漸增，令現時仍有約10%勞
動力缺口，尤欠熟手技工。他續指，會維
持去年作出的預測，料未來5年內將有30%
港商，即數千家企業會倒閉或收縮。其中
經歷2008年及2011年的金融風暴後，他認
為港商數目已減少約10%至15%。

據匯豐8月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PMI)，雖然由7月份的44回升至8月份的
45.1，但仍低於市場預期的45.3，指數50以

下繼續反映需求疲弱，而劉展灝指，8月
份指數顯示，歐元區製造業活動已是連續
第13個月出現萎縮。當中，意大利為
43.6，進一步比7月份下跌，是10個月以來
新低。德國、西班牙等歐元區多國製造業
都呈現衰退狀態。

面對歐元區經濟前景不樂觀，香港對外

出口亦倍感困難，劉展灝表示，過去出口
市場以歐美為主，歐債危機令出口到歐洲
的訂單下降，而雖然出口到美國的業務有
爬升，但料不會有V形反彈。至於謀求新
興市場的出路亦不見得令港商在歐債風暴
中免疫。他指，新興市場同樣受歐洲需求
疲弱拖累。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黃詩韻) 本港出口表現不理想，港商在珠三角的經營

壓力亦日益加劇，無論製造成本或訂單表現都差強人意，香港工業總會更

預測，未來5年期間將約有30%港商面臨業務萎縮或撤離廣東省的危機，

並需要開源節流，情景不容樂觀。由年初至今普遍來說，訂單數目較2009

至2010年期間的正常情況下跌5%至30%，若集中出口往歐洲的企業，跌

幅更多。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黃詩韻)

港商要生存，升級轉型其實很
重要。「內地政府有不少鼓勵
措施，不過成效方面，雖然幫
到手，但唔算太多。」劉展灝
指出，「若訂單缺少，無貨
出 ， 有 稅 項 優 惠 亦 意 義 不
大。」另外，出口與內銷兩
者，他認為應該同時兼顧，若
只做內銷，不做出口則「唔
掂」。而內銷除了要需時建品
牌，還要有網絡。他指，基本
上無品牌優勢便難以進入內地
百貨的良好舖位，所以鼓勵廠
商要嘗試打入內銷並加多點耐
性。「內銷雖難，但唔做就連
機會都無。」

此外，不少廠商選擇降低成
本，將廠房搬到東南亞等地。
劉氏指，該等地區生產成本約
是內地的一半，若以價錢作競
爭工具的廠商，有不少選擇將
廠房撤離廣東，移到越南、孟
加拉、柬埔寨等地。惟他指，
非所有企業都適宜搬廠，以鐘
錶業為例，若缺少上游供應，
將會處於困局。然而製衣、紡
織業則較易於當地尋求勞動力
及設備，故大多搬遷的都屬於
該等行業。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方楚茵) 受環球經濟不佳及內地增長放緩

影響，Joyce(0647)財務副總裁黃成輝昨表示，在過去的4至8月零

售市況淡靜，預測今年十一黃金周仍會受到影響，下半年銷售可

能比去年差。

黃成輝出席股東大會時指，剛過去的春夏季度零售市場疲

弱，主要受內地增長放緩及環球經濟不佳影響。雖然公司主要

仍以本地客為主，但內地客仍佔一定比例，內地客的消費力及

佔比均有下降趨勢，並預期十一黃金周銷售亦會受到影響，未

見好轉。

十一黃金周銷售不存奢望
黃又表示，公司分店租金錄得雙位數的升幅，而租金佔營業額

比例約20%，且持續增長中。另外，公司庫存亦見上升，但減價

需視乎市況而定。

去年該公司在北京新開分店錄得虧損，黃成輝指，北京分店仍

處於發展中，而且投資額度較大，故仍需時間才可達至收支平

衡。公司因環球經濟仍未明朗，今年開舖會較審慎，但本財政年

度仍會在上海及北京各開一間新分店。

對於內地有關部門上周公佈非深圳戶籍居民來港「 一簽多行」

的個人遊政策。黃成輝稱，公司產品屬高檔產品，內地有能力的

旅客及消費者大都是公司已有客戶，故新增的客源對銷售未必有

太大影響。

對於昨日有線寬頻(1097)的股價波動及成交量突然上升，身兼

Joyce非執行主席的有線主席兼行政總裁吳天海表示不評論事件，

亦沒有申請免費牌照的消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遠威）受惠於客戶人數增長及
每戶平均收入（ARPU）上升，數碼通（0315）截至6月底
止全年淨溢利上升35.68%至10.23億元，每股盈利增至99
仙，派末期息53仙，全年股息合共99仙，可選以股代息。

全年總收入按年上升50.08%至99.52億元，服務收入增
加24.33%至57.23億元，當中56%為數據收入，按年升
42%。受數據服務增長帶動，綜合ARPU同比升11.24%至
277元；期內總客戶人數增加6%至163.7萬人，除息稅折舊

及攤銷前利潤（EBITDA）增長39.03%，達29.92億元。

黎大鈞：「下重注」4G網絡
公司總裁黎大鈞表示，公司將在增加4G網絡容量上

「下重注」，有信心4G業務會有不俗的表現；預料3G客戶
轉用4G後，3G的網絡容量紓緩，將有空間吸納較低消費
的客戶群，有信心客戶人數因而增加。對於遲遲才推出
4G服務，他解釋，由於早前未有「殺食」的4G手機面

市，上客困難，較早推出4G服務的電訊商上客數亦只有
數千人，相信較遲推出4G對上客的影響不大；現時4G發
展成熟，將有具競爭力的4G手機出現，因而推出有關服
務。其4G服務收費與市場相若，公司將會透過銷售獨家
服務以提高收入，而額外不限速數據用量收費亦可提高
收益，定價方面視乎市場環境而決定，認為提供的服務
計劃競爭力強，不會盲目以減價作招徠。

數碼通早前推出低至68元的3G服務計劃，黎大鈞表
示，主要是針對以往未針對過的低消費客戶群，預料客
戶人數將得以增加，雖然綜合ARPU或因而減少，但盈利
及收入均可望增加。

數碼通全年多賺35%至10億

■劉展灝表示，美國的業務雖

然有爬升，但料不會有V形反

彈。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詩韻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