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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參與北極馬拉松港人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方楚茵)本港報章加價醞釀多年，除財經報
章《信報》去年9月做「先頭部隊」加價2元至每份8元，《南華早
報》今年頭悄然加價外，市場一直只聞樓梯響，不見加價來。但
加價戰幔終在昨日拉開，《蘋果日報》、《東方日報》及《太陽報》
各加價1元至每份7元，加幅16.6%。當中蘋果及東方乃自2000年來
13年內首次加價。中國銀盛財富管理首席策略師郭家耀指，再有
大報加價，相信其他報章會陸續跟隨。而一向變動不大的報業
股，雖然加價有利擴闊收入，但市場增長始終有限，甚至趨向飽
和，故未必對股價有太大刺激作用。

免費報競爭 市場增長有限

昨日加價的三份報章《蘋果》、《東方》及《太陽》不約而同指
受成本上漲，紙價及油墨成本上升影響而加價。而事實上早於08
年已有要求加價聲音，在08年曾有報紙發行商及零售商團體建議
報社，調高中文報紙售價至每份8元，指因長期無加價外，運輸、
人工成本增加，加上連鎖便利店加入戰團，搶走業界約3、4成生
意，導致發行商與零售商利潤減少，但其後因報販憂慮加價影響
銷量及受到市民反對而擱置。
至去年3月有傳報販協會和報館曾商議中文報紙加價，欲把其時

售價每份6元調整至7元，亦未成事。但自去年9月《信報》一次過
加2元，大幅提價33.3%後，加上行業人工、物流等成本上漲，廣
告收入又被眾多收費及愈來愈多的免費報章及網上新聞媒體分
薄，都促使加價事成。

收費報紙銷售已轉趨穩定

收費報紙面對愈來愈多的免費報紙競爭，但郭家耀指，競爭已
存在一段較長時間，故影響已被消化，收費報紙銷售轉趨穩定，
相信各報的固有讀者不會介意多付1元買報紙，加價行動對行業變
相有利，但報紙主要依靠廣告收入，加上本地市場已趨飽和，故
未必對股價起刺激作用。
他又指，現時報紙已不能單靠收費報紙作單一收入來源，故新

增不少免費報，針對不同客戶、讀者及爭取廣告，並冀在兩者中
取平衡。而昨日加價的兩間報業集團，都有出版免費報，其優勢
亦在於市佔率大，資源足夠，可互用資源，但增長則成疑問。

報販料今日生意或跌10%

對於3份報章加價，報販協會副主席鄧入明在回應媒體查詢時指，昨日為假
日，沒有免費報章競爭，故報紙銷量未見減少，相信實際影響要到今天才會浮
現，並估計生意流失率會少於一成。有報販則估計，昨日碰巧是賽馬日，故馬
迷仍會為看馬經而買報紙，銷量影響不大，但據以往經驗，今日的生意或會跌
10%。而有市民指，報章加價後，或會改看免費報及上網看報紙。
早前亦有報道指，《明報》亦因工資及運輸成本上升，廣告收益又被多份報

章分薄，加上報紙發行商要求報章調整價格等影響，計劃在本月的9日或10日起
加價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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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業股上周五股價表現
股份名稱 報章名稱 收市價(元) 變幅

壹傳媒(0282) 蘋果日報、爽報 0.88 +7.32%

東方報業集團(018) 東方日報、太陽報、好報 0.89 -1.11%

經濟日報集團(0423) 經濟日報、晴報 1.73 -2.81%

星島集團(1105) 星島日報、頭條日報、英文虎報 1.13 -0.88%

南華早報集團(0583) 南華早報 1.95 -

世界華文媒體(0685) 明報 2.69 -

製表：記者 方楚茵

康宏：內地網點水到渠成

樂於接受挑戰的王利民今日已經身在北
極參加雪地馬拉松，明天（9日）將

開跑。他上周四在臨行前接受本報訪問時表
示，公司兩年來合共向碧升注資5,200萬元人
民幣，增加其規模。內地政策為求管理好保
險代理市場，集中管理數間具規模的公司較
易，為不須再規管小型公司，而使小型公司
淘汰。現時先針對有相關理財知識的顧客，
並建立口碑。

網站常被假冒 足證知名度

所謂有口皆碑，他表示公司不必在內地大
力宣傳，部分遊港人士已對康宏有初步印
象，現時未想做大眾市場，無需成為人所共
知的公司，但指一間公司有否知名度，看有
多少假冒網站便可清楚，公司每月均發現有
網站假冒，足以反映知名度。相信內地人士
對上市港企具有較大信心，會懂得選擇。

由銀行銷售基金 不會越界

王利民續指，內地市場環境趨向開放，公
司知道自己定位，不會越界，在政策開放時
才作出嘗試。有意將香港較先進的觀念讓內
地市場亦可享用，如綜合性理財服務，按個

人需要設計投資組合而非個別產品銷售。在
內地主要由銀行銷售基金，未有專攻基金的
個體公司，但基金是重要的理財工具，會按
政策要求發展。他認為有政策規管才有利發
展，但只有框架沒有意思，企業根本無從
手，公司要名正言順經營。
注資後康宏將持有北京碧升76%權益，他

期望明年各網點可劃一發展，目前在碧升及
江西泛誠投放較多資源發展保險代理，佔比
或較大，惟不可低估其他地區的理財業務發
展，如信託及私募基金等。雖有關產品易受
市場影響，但基金市場開放後難以估計會否
有爆炸性的增長空間，現時正研究有何配套
可發揮。公司在成都、廣州、四川及南京等
地已成立辦事處，暫不會再開新網點。

內地資金主動來港尋出路

內地資金要尋找出路，但市場投資產品不
多，康宏發展內地網點，亦促使內地人士來
港尋求更進一步服務，王利民稱，公司具有

這種優勢，但不可在內地宣傳香港有很多多
元化產品，他笑稱不用宣傳，內地人士亦會
主動南下投資。目前內地來港顧客不太多，
網點剛建立，增長幅度合理，預料來港客會
越來越多，本港市場開放，認為公司會是內
地人士的好選擇。

受惠CEPA  發展順利感奇妙

康宏去年一次性開支大增，今年純利相信
不難大幅反彈，王利民不便對未來盈利作預
測，但認為股價表現已反映純利大跌無礙市
場信心，他稱打入內地市場時機巧妙，並取
得一定效果，加上公司成為首間透過CEPA
取得全國性保險代理牌照的港企，配合個別
網點提升，對發展如此順利感到奇妙。
至於會否併購行內企業，他表示，市場入

門門檻提升，行內經營環境艱辛，業內企業
要建立知名度不易，收購公司回來亦難以優
化。公司未有計劃進行併購，亦沒有收購對
象，但有好機會時會視條件再作考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遠威）

康宏理財（1019）去年大手筆斥

資6,800萬元擴充內地業務，包括

去年10月向北京保險代理公司碧

升注資3,800萬元人民幣，導致純

利倒退96.9%。主席王利民日前表

示，日後未必會再額外撥款予碧升，

交由其自負盈虧，相信數年投資期完

成後，期望的事情會發生。並認為打

造內地網點，將促使內地人士來港為

資金尋求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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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遠威）熱愛跑馬
拉松的運動健兒想必參與過渣打馬拉松，但
講到飛往北極參加馬拉松，相信很多人連想
也沒想過。康宏主席王利民上周四便與另外
4名同事親身前往北極，參與明天（9日）舉
行的雪地馬拉松，成為首批參與該項賽事的
港人，並身體力行了解冰川溶化問題，將當

地情況錄製成節目，喚醒港人對全球暖化的
關注。
明天舉行的北極馬拉松為10圈繞跑賽，全

程42.195公里，在北緯89度漂浮的巴尼歐冰
島進行，當地室外氣溫低至零下30至40度。
今年賽事首次有港人參與，8名跑手包括王
利民及4名理財顧問，他的跑友、社企Green

Monday聯合創辦人魏華星，該公司執行總
監、前有線電視女主播陳貝兒，以及藝人梁
烈唯，預計8小時完成賽事。

王利民有多年馬拉松經驗

康宏另派出10位理財顧問前往撒哈拉沙
漠，參與有地獄馬拉松之稱的沙漠馬拉松，
7日賽事全程254公里，今年舉行至第28屆，
同行參賽的包括藝人黃德斌。康宏與電視台
合作將兩地賽事拍成節目「極地狂奔」，並
探討這兩個極地的生態環境變化。有多年馬
拉松經驗的王利民曾在2011年完成該項賽
事。
2004年開創的北極馬拉松舉辦至今年已

是第10屆，每年4月在北極低溫雪地上舉
行，今年共有47名來自20個地區的選手摩
拳擦掌。北極馬拉松歡迎任何人士參加，
曾有失明和坐輪椅人士完成該賽事，報名
費用1.19萬歐元（約12萬港元），包挪威至
北極巴尼歐冰島來回機票、三日兩夜食
宿，以及乘坐直升機前往北緯90度一睹北
極點風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玫、安莉 博鰲報道）正在博鰲出席亞洲論
壇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費爾普斯對創新有自己的看法，他認為，
創新就是商業實戰中的改變，不僅僅是發明。創新會改變實踐，商
業的創新改變是商業實戰。
費爾普斯表示，中國是擁有四大發明的傳統強國，當下中國社會必

須要有創新。需要建立各種融資機構，包括金融機構、天使投資人、
超級天使基金、風投、私募等機構，對有潛力的創新想法進行資金支
持。機構的負責人應該高瞻遠矚，而不是現在的鼠目寸光。他指出，
全世界都在創造新機遇，中國是可以抓住的。中國的銀行不應該貪婪
的吸收大量存款投到住宅項目上，中國的金融業必須為此努力。
歐洲債務危機似乎並未遠去，而邊緣國家將迎來債務高峰期，多

數人認為中國應該向歐元區國家施以援手。費爾普斯稱這是非常荒
誕的想法，但實際上中國並未在歐債危機中獨善其身。

綠森經修訂年度虧損7677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璇）綠森（0094）公布，有關蘇利南

東部若干採伐權的分包協議已受挫失效並不再具有效力，使該集
團從分包協議或同類安排所得於蘇利南的採伐權減少至約9.2萬
公頃，而集團於蘇利南直接持有的特許經營權維持不變，仍約為
23萬公頃。目前集團管理下位於蘇利南的森林總面積約32.2萬公
頃。此外，集團截至去年12月底止年度的經修訂股東應佔虧損約
7,677.7萬元，每股虧損0.098元。

蘇利南東部採伐權分包協議失效

綠森指出，由於有關特許經營權尚處於發展初期，僅佔集團於
蘇利南的總營運的一小部分，預期協議失效對整體業務營運的影
響並不重大。截至去年12月底止年度，該特許經營權僅產生收益
約209.4萬元，及扣除少數股東權益後經營虧損約1,154.2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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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界加價聲不絕，卻一直未敢加價

的原因何在？查實有不少說法，有指

本港雖已通過競爭法，但正式推行需

時，加上不少行業習慣採取行內先協

議，後加價的方式運作，而報界亦有

近似運作。不少報章都傾向先商討後

加價，以免率先加價者的讀者流失至

未加價的報紙上。而另一巨大的威脅

就在於似雨後春筍般的免費報紙，因

為報章的收入來源建基於廣告收入，

偏偏廣告收入則建基於讀者人數，餡

餅被增加的競爭者分薄，所以各報只

好採取「敵不動，我不動」之策。

的確，自2002年4月15號首份免費報紙

《都市日報》於本港面世後，於2005年就

有《頭條日報》及《am730》先後加入戰

團，2007年連市場上僅得兩份的英文報，

當中本來收費6元的《英文虎報》亦變身

免費報，其後更有《晴報》、《爽報》、

《新晚報》及《好報》等都煽起烽火，為

報業再添變數，難怪收費報只能以靜制

動，更甚者當《爽報》於2011年9月面世

時，《東方日報》及《太陽報》更以減價

迎擊鎖客。

免費報搶食 收費報廣告跌

近年傳統報章銷量逐年下降2%至3%，

加上新媒體的盛行都分薄傳統媒體廣告

收入，據香港貿發局經貿研究的一份有

關香港市場推廣服務業概況及廣告市場

調查公司admanGo的資料顯示，整體報章

廣告收入於2012年上半年錄得按年增

長，本港的廣告開支雖持續增長，但增

長速度較之前數季有所放緩，而報紙廣

告於2011年仍佔廣告開支總額30%，是

最重要的廣告媒體。然而因免費報紙的

競爭十分激烈，投放到免費報紙上的廣

告開支按年增加23%，但收費報章的廣

告收入卻下跌2%，明顯已和收費報紙在

爭奪廣告收益這塊餅上槓上了。

互聯網業務對業績貢獻微

而要加價，當然亦有部分可能因公司

業績不理想了，在本港發行《蘋果日報》

及《爽報》的壹傳媒(0282)在截止去年9

月底止的中期業績中，公司期內收益減

少3.2%至1.78億元，當中報章銷售減少約

12%至3.4億元，而報章及廣告收益亦減

少6.9%至7.67億元，相反在其互聯網廣告

收益等互聯網業務中，就增長達11.6倍

至7,193萬元，可惜增長對於整體廣告收

入的跌幅只屬杯水車薪，於事無補。

事實反映，在收費及免費報章競爭

愈來愈大的情況下，部分報章無論在

廣告及賣紙上都受到無比考驗，陷入

「不加價等死，

加 價 死 快 」

的無奈局面。

不加價等死 加價死快
記者 方楚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