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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仔2月平均蝕928.7元

積金上月轉蝕0.58%

杜軍終身遭禁重投業界

內地通訊業勢頭續好俄鋁去年虧蝕5500萬美元

香港文匯報訊 證監會昨宣布，終身禁止摩根士丹利亞洲前董
事總經理杜軍重投業界。這是證監會對杜就中信資源的股份進行
內幕交易展開的刑事法律程序已結束，現對杜採取上述紀律處分
行動。

證監會認為，杜並非獲發牌的適當人選。證監會在釐定上述處
分時，已考慮以下所有相關情況，杜違背了客戶及僱主對他的信
任和信心；杜的刑事定罪判決及他的不當行為與其作為持牌人的
適當人選資格的直接相關性；及內幕交易損害市場的廉潔穩健，
是非常嚴重的失當行為，證監會必須向市場傳達有力的阻嚇訊
息，防止其他從業員作出類似行為。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涂若奔）中國聯通（0762）董事
長常小兵昨日出席「兩會」期間表示，2012年中國內地的通訊業
發展總體非常不錯，尤其是3G業務，整個行業都保持了增長，
有理由相信2013年仍將保持不錯的勢頭。

常小兵表示，在當前的經濟環境下，行業遇到了3G升級換代
的可喜發展機遇，整個行業的從業者都十分努力。隨 3G的加
快發展，全社會各行各業的運用越來越廣泛，「越來越受到廣大
消費者的喜歡，也越來越帶動這個領域新的、更好的發展」，故
他相信，有過去幾年3G電訊業務的基礎，2013年的發展趨勢仍
然是健康的。

被問及4G業務時，常小兵指，希望內地相關部門盡快發放牌
照，中聯通也會繼續「做出爭取牌照發放的動作」，但目前仍無
時間表。他又指，中聯通與蘋果公司的合作十分順利，未來仍會
繼續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黃嘉銘) 內地對樓市實施進一
步調控，水泥行業前景亦因而備受市場關注。華潤
水泥(1313)表示，新一輪調控措施並非為了打壓樓
市，只是希望房價漲幅不要過快，而且公司目前的
房地產佔水泥銷量的比例僅為2成，故認為新政對業
務影響輕微。此外，今年政府新批出多項城市建
設，基建及房地產行業復甦，增加市場對水泥需
求，認為今年水泥毛利率將較去年高，惟漲幅仍要
視乎淡位第四季的水泥價格而定。

公司副主席余忠良指樓市措施對業務影響輕微，
預計農村水泥需求平穩，佔公司供應35%；今年基
建佔集團水泥銷量佔比將由去年的40%升至45%，而
房地產則保持20%。又指廣東、廣西、福建及海南
的需求料超過3億噸，或將出現缺口，因今年產能增
長不多於3%，但需求則增加8%至10%，相信供求情
況將會向好。

料水泥市場求大於供

行政總裁潘永紅指，去年4月政府批出多項基建工程，加上內
地城鎮化，預計今年市場對整體水泥需求增加；去年政府淘汰落
後產能4,400萬噸，預計今年行業水泥需求大過供應，有利水泥
價格。而今年1至2月，公司的水泥銷量為900萬噸，同比增
56%。

去年水泥市場價格下跌，令公司整體毛利率由31.1%下降至
24.1%，首席財務官劉忠國料毛利率將較去年略高，但由於煤炭
供應充足，令每噸煤炭成本較去年下降70元，令目前整體每噸水
泥成本由去年的244元降至230至235元，故目前每噸水泥利潤仍
有60元，較去年最差時期的45元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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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宏利資產管理香港因在分銷宏利
環球基金時內部監控不足，遭證監會譴責及罰款
2,400萬元。資料顯示，這是繼去年4月兆豐資本遭
罰款4,200萬元後，第二大處罰金額。

港史上金額第二大

證監會發現，宏利資產管理在2007至2009年期
間，藉建立各客戶的投資者概況來獲取上述資
訊。但在2009年，宏利資產管理仍有73%客戶未建
立投資者概況、或資料不全或至少12個月內未有更

新。
自2010年起，宏利資產管理改以問卷形式評估各

客戶的風險取向。截至2012年2月，宏利資產管理
仍未將新評估程序全面落實至所有客戶，並有七成
宏利環球基金客戶尚未完成風險取向問卷。

內部監控不足遭罰

證監指出，宏利資產管理所犯的上述缺失，加上
其令人關注的紀錄保存質素及範圍，均損害其向各
客戶推薦合適證券的能力。不過，儘管出現上述缺

失，宏利環球基金的附屬基金從未發生任何違責情
況，亦沒有客戶對該基金的表現及合適性提出投
訴。此外，宏利資產管理並無遭受紀律處分的紀
錄，並在與證監會解決有關事宜時一直表現合作，
包括同意對其基金分銷制度進行獨立評估，以及改
善其投訴處理程序，務求以公平合理的方式解決客
戶因上述事宜而提出的所有投訴。

證監會法規執行部執行董事施衛民表示，中介機
構有責任確保所推薦的產品適合客戶。推薦產品不
可憑空而為，只有根據有關客戶財政狀況、需要及
目標的最新準確資料作出推薦，才能確保有關產品
適合客戶。宏利資產管理沒有實施適當程序，以履
行這項對中介機構來說最基本的責任。

宏利資產失責被罰2400萬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方楚茵) 俄鋁（0486）去年業
績盈轉虧，虧損5,500萬（美元，下同)，去年盈利
達2.37億元。總收益減少11.4%至108.9億元，主要
受累於倫敦金屬交易所鋁價下跌導致原鋁及合金銷
售減少所致。而原鋁及鋁合金銷售分別佔公司去年
收益的85.6%。期內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為0.004
元，不派息。

該公司指，受倫敦金屬交易所鋁價下降15.7%至
去年底的每噸2,018元，拖累公司盈利，但該公司已
於減省採購、成本削減及營運資金優化措施以及改
善產品組合，加上本地貨幣疲弱而溢價上升，鋁分
部之EBITDA 比率達致12.1%。該公司副行政總裁
Oleg Mukhamedshin指，融資交易仍主導今年鋁價，

而去年需求上升及金屬供應緊絀，將主要地區市場
的溢價推至歷史新高，此趨勢可能在今年持續。

鋁價升第4季虧轉盈

俄鋁於第4季度業務扭虧為盈，較首3季虧損的
1.18億元收窄至盈利6,200萬，而第4季度收益亦較首
3季增長達2.4%至26.2億元。Mukhamedshin在電話會
議時表示，今年首兩個月的行業表現優於去年第4季
度，鋁價由去年平均價格每噸2,018元，升至今年頭
三月的2,050元水平，故對行業今年前景抱有信心。

中國市場方面，他指，於去年全球的鋁消耗量已
增加6%至4,740萬噸，雖然歐洲的鋁需求仍然疲
弱，但第4季度中國及美國的消耗量仍強勁增長，

加上內地大型基建支持經濟，中國第4季度的經濟
增長幅度改善至7.9%，工業產值增長亦達10.3%，
去年國內鋁消耗量亦增長9.3%，預料今年仍會增長
9.5%。

債務水平良好不融資

債務方面，該公司管理層指，對現時的債務水平
感到滿意，因由去年第4季起已扭虧為盈，今年需
支付的13億元債務，當中8億元已支付，下半年需
再付5億元，將由出售Norilsk Nickel的股份解決。而
公司現時現金流量充裕，暫無融資需求。至於會何
時派息，該公司管理層表示，當有充足資金才會考
慮派息。

在整體回報中，以股票基金類別
表現最差，整體虧損達0.93%，

又以中國股票基金虧損最大，逾
4.56%，但由年初迄今，該基金有
0.57%的增長。香港股票基金為第二
大虧損，虧損達2.82%，其年初增長
至今為1.99%。韓國股票基金表現上
月跑贏大市，賺約4.35%，但年初至
今只有0.83%增幅，相反居次的日本
股票基金上月雖只增長2.35%，但由
一月初至今已增長達6.69%。而一向
表現優異的醫藥及健康護理股票基金
就優勢不再，上月回報只有0.99%。

今年首2月積金仍賺2%
混合型基金及債券基金類別分別虧

損達0.51%和0.21%。在混合型基金
中，以港元保守混合型基金最不濟，
虧損達0.64%，其次為港元平衡混合
型基金，虧損達0.58%。債券基金類
別中，環球債券基金蝕達0.47%，其
餘的港元債券基金及亞洲太平洋債券
基金分別賺0.35%及0.28%。貨幣市場

基金上月零回報，而保
證基金則有0.1%賺幅。

今年首2個月，強積
金投資仍賺2%，以股
票基金表現最好，首2
個月賺3.37%，其次為
混合型基金賺1.9%。貨
幣市場基金及保證基金
則 分 別 賺 0 . 0 3 % 及
0.18%。而債券基金則
跑 輸 ， 首 2 個 月 虧 損
0.99%。

雖然股票基金上月表現強差人意，
但康宏理財強積金業務拓展董事鍾建
強就建議，股市表現波動令部分強積
金產品表現受到影響，惟市民應以長
線投資目標為主，毋須急於因短期波
幅而草率變動投資組合。他又表示，
由於債券基金具避險作用，故逆市於
2月份錄得0.05%升幅，建議市民若果
今年想轉換投資組合，不妨將組合分
散，以提升個人投資組合的承受風險
能力。

供款最低入息擬上調
據該公司投資研究部報告指，投資

者憂慮中央收緊貨幣政策，內地股市
二月份表現向下，加上受意大利政治
僵局影響，歐洲股市二月份表現普遍
下跌。利淡消息影響投資氣氛，令康
宏MPF指數今年內首錄跌幅，但跌幅
不足1%，而比較去年12月底錄得的
174.8，今年指數仍錄得有2.1%的累積
升幅。

而積金局就強積金供款水平進行檢
討，建議將供款最低每月入息水平，
由現時的6500元提高到7100元，最高
入息水平則由2.5萬元提高至3萬元。

對於積金局建議調整強積金供款水
平，鍾建強指，增加供款下限至355
元實屬合理，此舉符合政府最低工資
法例要求，然而他認為對較高薪的上
班人士而言，提升供款上限至1,500
元，則仍存空間增加強積金投資金
額。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方楚茵) 強積金上月投資錄得

0.58%虧損，較1月份的平均回報2.61%下跌，以業界

推算截至1月底的強積金資產總值計及按本港約258.9

萬名打工仔計算，平均每名打工仔強積金蝕928.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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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華潤水泥行政總裁潘永紅、執行董事兼

首席財務官劉忠國、主席周龍山、副主席余忠良。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偉民 攝

世界第一隊來自日本的毛線娃娃烏克麗麗二重奏樂隊
U900即將載譽重訪香江，為大家帶來三場「兔野U&熊
野900烏克麗麗真人騷2013」。樂隊2011年首度來港演出
人偶互動音樂會，觀眾反應熱烈，三場演出全部爆滿。
今次再度來港，除了演奏經典樂曲，如《Doraemon》、
米高積遜《Thriller》及披頭四樂隊《Yellow Submarine》
等，還會以耳目一新的形象出現，讓大家見識U900舞動
的一面。

U900成立於2009年，兩位成員兔野U及熊野900以彈奏
簡單輕快的烏克麗麗為大家帶來充滿歡樂和輕鬆悅耳的
音樂，出道以來演出深受一家大小觀眾所喜愛。他們的
音樂經過YouTube傳遍全球，各地紛紛出現U900效應。
在泰國，烏克麗麗迷排隊搶購印有U900標誌的小結他；
在美國，第54屆舊金山國際電影節，U900的《Twist and
Shout》音樂影像被安排作為招待嘉賓影片上映；在西班
牙，U900的《Diamond Head》被安排在世界上最小的
流動電影院巡迴放映。而U900的《London Bridge》亦被
以色列的電訊公司用作廣告配樂，U900更在影像中出

場。最近樂隊推出一張向流行曲天王米高積遜致敬的大
碟，演奏多首經典名作，U900亦因此而在世界各地走
紅。

「兔野U&熊野900烏克麗麗真人騷2013」為康樂及文
化事務署主辦「奇幻滿Fun」節目之一，演出詳情如
下：3月29日於西灣河文娛中心劇院；3月30日於元朗劇
院演藝廳；3月31日於大埔文娛中心演奏廳。

永隆銀行一直致力照顧客戶的理財需要，提供多元化的
理財產品及服務。為讓客戶於新一年及早掌握大市走勢，
該行特別籌辦「財富增值論壇」，邀得多位資深投資專
家，深入剖析最新外匯、股市及債市的蛇年大市走勢，助
客戶於新一年早握先機。

「財富增值論壇」日前假永隆銀行總行貴賓廳舉行，
由新城廣播數碼財經台總監鄧威信主持，與三位投資專
家— 永隆銀行財富管理部投資策略及研究主管卜永
挺、財資部主管鄺國榮及證券部副主管談儉成，分享精

闢的市場
分析及機
遇。為增
添新春氣
氛，活動亦特別增設不少賀年環節，包括邀得玄學家李
丞責分享蛇年運程、專家示範茗茶藝術及金飾擺設幸運
大抽獎等，現場氣氛熱烈，深受客戶歡迎，全場爆滿。
各貴賓均把握機會積極向多位投資專家提問，交流投資
心得，汲取其獨到投資策略。

責任編輯：羅縈瑩　版面設計：歐鳳仙

Samsonite繼上年度發佈的一系列商務袋後，

再度推出全新商務袋－Eternal及Marvin系列，

產品注入簡約時尚及細膩經典的元素，充分地

展現出商務人士的專業氣派。

■三位講者分享外匯、

股市及債市的蛇年大市

走勢及投資心得。

永隆舉辦「財富增值論壇」

■來自日本的毛線娃娃烏克麗麗二重奏樂隊U900今年3

月再度來港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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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sonite重金禮聘到大中華區著名

演 員 陳 道 明 擔 任 全 新 S a m s o n i t e

Business商務袋系列的代言人

http://www.wenweipo.com

日本毛線娃娃樂隊來港演出

為配合Samsonite Business的專業商務形象，
Samsonite更重金禮聘到大中華區著名演員陳道

明擔任全新Samsonite Business商務袋系列的代言人並
拍攝了一輯電視及平面廣告。陳道明更為此輯電視廣
告作原聲旁白，充分演繹出Samsonite Business的神
髓。香港地區因而選擇了播放其原聲版本配以字幕，
令整個電視廣告更傳神自然。

Eternal系列以時間作設計元素
Eternal系列以男士鍾愛的鐘錶理念注入商務皮具之

中，展現出優質皮具猶如時間般珍貴。借用西班牙超
現實主義畫家薩爾瓦多．達利早期的代表作《記憶的
永恆》，展示超現實的夢幻場景，潛意識中的魅力，
突顯空間的重要。Eternal系列以頭層牛皮及超細纖維
PU合成革製造，配以聚酯桃花絨 花內裡，袋身皮

料充滿光澤、對比鮮明，簡潔而有力地將經典設計展
現人前。

Marvin系列刻劃時尚簡約典範
Marvin系列商務袋將簡約設計發揮得淋漓盡致。精

緻而細密的造工，省卻浮誇耀眼的配飾，不經意間展
現出商務人士的專業形象與內涵，舒適貼心地伴隨商
務人士面對工作上的種種挑戰。Marvin系列以頭層牛
皮製造，皮質堅挺，配以聚酯桃花絨 花內裡及尼龍
肩帶，集簡約、舒適、線條流暢設計於一身。

對於商務人士，一款長伴身旁的商務袋，足以展現
其型格魅力及專業形象，正如Samsonite Business全新
Eternal及Marvin商務袋系列所呈現的細膩質感，以內
涵鑄造，從細節處散發專業、型格魅力，溫和內斂而
不失時尚風格，絕對是商務人士的不二之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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