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香港商品交易所
（HKMEx）財困停業，據退市安排於5月16日交易時
間結束時仍未平倉的合約，需在昨日上午議定結算
價格通知會員。商交所昨日表示，未平倉的181張合
約已經全部順利平倉，昨早已通知所有會員，商交

所與指定結算公司就未平倉合約共同議定，以上周
四的結算價為所有未平倉合約結算。有金業人士
稱，商交所臨結業前僅三數百張合約，對投資者影
響甚小，相信因結業而導致損失不大，反而金價8連
跌，令投資者損手更大。

金價8連跌 平倉或招損

現貨金昨晚八時止，再跌0.6%報1358美元一盎
司，是連續第8日下跌，近期買入黃金的投資者全數
損手，外電一項調查指，28位受訪分析師中，17人
預期本周金價會向下，8位認為會上漲，另有3位預
計持平。

商交所主席張震遠昨早如常返回位於數碼港的辦
公室的商交所上班，僅向在場記者講「早晨」，未有
回應商交所財困問題，及自願向證監會交回牌照事
件。

不過，立法會金融服務界議員張華峰則批評指
出，商交所資金短缺卻獲證監會給予自願交還牌照
處理，在過去數十年來聞所未聞，是極寬鬆及少見

的做法。張華峰指出，過往本地證券商一旦資金不
足，都會被證監會視為「非常嚴重違規」事件，一
般要立即停牌處理，並交由會計師核數。證監會應
為今次的寬鬆做法，主動向公眾解釋事件，釋除大
眾疑慮。

另一立法會議員何俊仁表示，他已去信立法會財
委會，就證監會處理商交所交回牌照一事，召開特
別會議，要求證監會解釋處理證券商財務狀況時的
準則，以及有否執行定期監察工作。

對於張震遠曾表示會尋求商交所在6月復業，但市
場卻未看好。有業內人士估計，以商交所每張合約
每方交易費0.5美元計算，該所由開業營運至今，合
共收入只有約1,800萬港元，但該所多年來累計支出
逾5億元，相信以商交所目前的財務狀況，難東山再
起。

新世界澄清無錢銀來往

另外，對於有本港傳媒報道指，新世界發展主席
及執行董事鄭家純借錢支持商交所。鄭家純表示，
新世界集團以至他本人從來沒有與商交所及其主席
張震遠有任何金錢上及業務上的來往，個人亦無任
何計劃參與商交所的融資計劃。此外，新世界集團
只與市區重建局有業務上的往來，其他並沒有任何
私人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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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資料 2013年05月20日

人民幣公斤條現貨金交收價 265.25（元/克）

焯華999.9千足金
電子商務

首家香港金銀業貿易場
人民幣公斤條流通量提供商

歐智華：港裁員機會微 自然流失慳本

獅王破頂升穿90元

港交所加推內地期貨
香港文匯報訊 港交所（0388）計劃推更多內地相關期貨合約，協助

投資者同時捕捉兩地市場的機會作交易或對沖。該所昨宣布，推出全
新股票指數期貨及以三隻A股交易所買賣基金為基礎的股票期貨，以進
一步擴大其內地相關產品的組合。

中華120涵蓋AH股股份

若獲監管機構批准，港交所將於7月8日推出中華交易服務中國120指
數（中華120）期貨。中華120由港交所、上交所及深交所的合資公司
中華交易服務編制，用以追蹤在中國內地及香港上市而市值及流通量
最高的中資企業股份表現。該合約乘數每一指數點50元，最低價格波
幅0.5個指數點（或25元）。

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表示，中華120期貨將是首隻追蹤內地及香港
市場跨境指數的期貨產品，它追蹤的資產涵蓋A股、H股、紅籌股及其
他在香港上市的內地企業股份。港交所發展股本衍生產品策略是在現
有業務上進一步開拓包括香港與內地相關證券的股本衍生產品組合，
而推出中華120期貨正是這一策略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此外，港交所還將出3隻A股交易所買賣基金的股票期貨：CSOP富時
中國A50 ETF、iShares安碩富時A50中國指數ETF及華夏滬深300指數
ETF的股票期貨將於6月10日推出。新合約可為投資者提供更多內地相
關股本衍生產品的選擇，並可與港交所以該三隻A股交易所買賣基金為
基礎的股票期權以至該等交易所買賣基金相輔相成。

末季滬設市場數據樞紐

港交所昨還公布其內地市場數據樞紐的創始成員名單，包括：阿斯
達克網絡信息公司／上海大智慧公司、上海益盟軟件技術公司、上海
乾隆高科技公司、上海萬得信息技術公司、新浪香港公司/北京新浪互
聯信息服務公司及騰訊公司。港交所將於今年第四季在上海設立市場
數據樞紐，透過創始成員計劃，資訊供應商及其他機構可參與市場數
據樞紐的早期建設。

林高演：四叔有誠意捐地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黃子慢) 地(0012)

副主席及香港小輪(0050)主席林高演昨出
席香港小輪股東周年大會時表示，有關
地主席李兆基的「捐地」計劃，正與政府
研究當中細節，強調公司對捐地有誠意。
而 地夥新世界發展 (0017)發展的元朗尚
悅已於日前上載新樓書，林氏預期項目在
本周末可重新發售。

實用面積新樓書或有出入

過去半年一直力撐周六及周日新盤銷情
的元朗尚悅，早前再度上載樓書，按新例
最快本周六正式發售。林高演表示，新例
對單位實用面積的要求與以往有差別，很
多細節亦要重新研究，故新樓書所表述的
實用面積與舊樓書有些許出入不足為奇，
相信買家可以理解。他稱暫未有買家追
究，如出現買家要求作賠償的情況，公司
會先了解情況再作決定。

至於香港小輪旗下粉嶺逸 ，於過去連
佛誕長周末售出2伙，跟同業比較項目銷
售尚算理想。林氏認為，市場需要時間消
化一手新例及觀望對市場造成的影響。

新案例或拖遲重建項目

早前有發展商與律政司司長就九龍城一
座多層綜合用途大廈之物業重建項目，因
官契項下「房屋」一詞之涵義詮釋有所不
同而引起訴訟，發展商被判敗訴。終審法

院認為，該等官契項下「房屋」一詞之涵
義必須參考訂立該等官契之時實際建於房
屋地段上之房屋特性。日前香港小輪已表
示關注旗下的通州街重建項目會否受影
響。林氏表示，正與地政署商討有關房屋
定義的法律條文，希望能盡快澄清條文及
政府條文可清晰化。目前項目地基工程正
進行，預計於本季完成，但由於涉及法律
訴訟，不排除工程或會有所延誤。該項目
之地盤面積約為6,600方呎，公司擬將重
建成商住大廈。

地旗下的兩個小型地盤，包括永隆街
11至19號及福佬村道，地盤面積約4,000
至6,000呎，由於終審庭需要就每地盤的
個別特性作定義，公司亦正與政府有關部
門作出研究，暫未清楚會否影響相關地盤
及公司收購。

朗廷配售傳數倍超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璇）多家券商累計為朗廷酒

店投資（1270）借出3.085億元孖展額，相當於公開發
售67.5%認購，該公司今日孖展截止。市場消息透露，
朗廷國際配售已錄得數倍超額認購，在路演中「入飛」
的主要包括保險和退休基金，以及對沖基金。由於反應
理想，該公司有機會提早「截飛」。

不過，首家在港上市的韓資企業萬都中國（1356）其
孖展認購反應一般，8間券商僅為其借出109萬元孖展
額。

富貴鳥擬棄A股轉H股

此外，市場消息指出，內地鞋企富貴鳥擬撤表退出A
股上市，改為以H股方式來港掛牌。市傳，該公司早於
2010年便計劃赴港IPO，惟在2011年中因估值問題改變
主意，該年底轉股A股市場。

中電中石油合營「西氣東輸」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方楚茵) 中電（0002）昨公佈，

隨 天然氣透過中石油（0857）的「西氣東輸」二線管
道輸送抵港，香港支線設施及龍鼓灘的天然氣接收站正
在進行調試，龍鼓灘發電廠八台燃氣發電機組中，最後
兩台的改裝工程可於年中竣工，以使用來自新氣源的天
然氣運作。公司將與中石油成立合營公司，分別佔股
40%及60%，以擁有及營運香港支線項目。

新公司營運香港支線

中電目前正制訂6月底前需提交政府審批，有關2014
年至2018年間供電及未來擴建供電系統的發展計劃，並
就管制計劃協議項下的中期檢討與政府展開討論。該公
司今年首季總售電量下跌4.2%至66.55億度，當中本地
售電量同比減少1%至64.15億度，主要因去年同期天氣
潮濕，以及閏年多出一天令基數較高影響。今年又受春
季供暖和抽濕電量較去年減少，令住宅客戶售電量跌
9.8%，抵銷商業和基建及公共服務客戶所錄得的溫和售
電量增長。而製造業客戶售電量亦下跌5.7%。

期內售予內地電量為2.40億度，同比減少49.2%，主
因是今年向廣東電網公司承諾售電量下降所致。公司燃
煤發電項目在首季繼續受惠於穩定的煤價，廣西防城港
電廠運行表現理想，正爭取於該廠址增建1,320兆瓦發
電廠，現等待國家發改委最終審批。而公司於內地的第
三個全資風場山東萊蕪1期項目今年2月動工，預計明年
初投產；上海崇明風場項目則已於今年1月投產。公司
內地首個太陽能項目金昌太陽能發電項目已獲甘肅省發
改委審批，預計今年第二季完成。

藍凌志任中電執董

中電並公布委任藍凌志任執行董事，接替包立賢出任
集團總裁及首席執行官職務，他將同時獲委任為董事會
轄下的財務及一般事務委員會和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委
員，上述委任皆由下月3日生效。

達能入股 蒙牛升一成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黃詩韻) 蒙牛乳業(2319)獲法國食

品企業達能(Danone)策略性入股，並將合併兩者於內地
的酸奶業務，消息一度令蒙牛股價創新高。昨日蒙牛股
價曾大漲11.4%至27.3元，創一年半以來高位，全日收
市亦升逾10%，報27.05元。

合併內地酸奶業務

根據有關協議，蒙牛及達能將分別注入10家和兩家子
公司以成立合資公司，分別持股80%及20%。蒙牛注入
低溫產品業務相關資產負債並重組後，再通過蒙牛低溫
子公司向達能發行股權，達能則將向合資公司注入其境
內兩家低溫產品業務的相關資產負債，以及現金出資
12.5億元人民幣。合併的低溫產品業務包括產銷及推廣
酸奶、酸奶飲品和可勺型乳品甜點等。兩公司2012年的
酸奶銷售佔市場份額約21%，銷售額合計約40億元人民
幣。

另外，蒙牛控股股東中糧集團將轉讓8.3%已發行股本
(約1.48億股股份)予中糧與達能分別持有51%及49%權益
的合資公司，達能由此間接入股蒙牛約4%股權，將來
根據市場進展增持蒙牛股份。完成後，中糧仍為蒙牛單
一最大股東，持有蒙牛約27.83%股權。達能於兩合作項
目的總投資額約26億元人民幣。

美銀美林轉調評「買入」

美銀美林就蒙牛再引入達能成為策略股東，將蒙牛評
級由「跑輸大市」調升至「買入」，目標價由22.5元上
調至30元。該行認為兩公司交易正面，有助使蒙牛緩解
食品安全方面的憂慮，確保收入來源多元化。未來雙方
都投放資源開拓內地的低溫產品市場，反映該業務對蒙
牛帶來潛在收入貢獻。該行暫估算蒙牛今年淨收益按年
增長21%至15.18億元，每股預測盈利為0.858元。

歐智華昨表示，歐元區財政緊
張，集團收入增長乏力，為增

加派息，必先要稅前盈利有所上升，
故有需要藉節省成本削減人手來成
事，並指改革是長遠措施，目的是以
小股東利益為大前提。他強調有分析
認為集團股價升穿90元後仍可向上，
並感謝小股東長期對匯控的支持。

歐洲經濟嚴重受損

匯控歐洲區業務重挫，當地市場風
險持續構成困擾，歐智華表示，歐債
危機令當地經濟受損，經濟仍將有一
段時間極疲弱，預料零增長甚至輕微
萎縮。然而，集團在歐洲的主要業務
地區，包括英國、法國及德國均維持
良好營運表現，有關地區風險較低，
有信心不會出現大額虧損及不良貸款
的情況。集團自2011年開始已大幅減
少與歐元區本土銀行及政府的業務往
來，員工數量亦有減少。

歐智華表示，按新一輪3年計劃，集
團員工在2016年前減少4,000至1萬名，

總數控制在24萬至25萬名，但並非大
舉裁員，部分是基於自然流失，如電
話客戶服務中心的部分非必要人手，
在合約到期後便不予續約。

至於匯豐香港方面會否裁員，他指
目前集團在港區員工約2.8萬名，強調
在2011年宣布首個3年改革計劃後，港
區員工僅減少約1,000名，預期港區的
淨員工數目減少機會較微。此外，新
興市場經濟增長已達先進國家的3倍，
集團在增長較大的地區會繼續增聘人
手。

匯控因反洗黑錢不力而須繳交大額
罰款，有小股東對此深深不忿，質問

管理層應否帶頭減薪。集團主席范智
廉再次就事件向股東道歉，表示現已
成立委員會應對事件，當中包括5名專
家級人士，並會在未來5年持續與美國
監管當局進行檢討，避免有同類事件
發生。

續推進集團上A股

問及現時匯控在上海上市計劃的進
展，范智廉指已做好上市準備，目前正
在等待下一步發展，未有具體時間表，
暗示上市計劃仍有待有關當局放行。

有小股東問及匯豐香港的人民幣業
務，能否匹敵中資大行。匯豐香港區

總裁馮婉眉表示，人民幣國際化急速
進展，人民幣業務是匯豐香港重要策
略之一，預計人民幣自由兌換可望5年
內實現，該行將有良好發展。業界欲
分一杯羹，一定有競爭，匯豐在人民
幣存款及債務等方面首屈一指，相信
可保持領先優勢。

無計劃搬總部回港

問及既然看好人民幣業務發展，何
不將集團總部遷回本港。范智廉認為
這並非成熟決定，基於國際監管環境
轉變，遷離英國總部不妥當。

匯控昨收報90.25元，升1.63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遠威）

獅王匯豐控股（0005）季績前後

股價升不停，昨升穿90元，創52

周新高。惟昨日的香港股東非正

式會議，一眾小股東除關心派息

政策之外，亦擔心匯控一味靠裁

員削減成本取得盈利，但實質業

務沒有增長動力下，股價恐已見

頂。行政總裁歐智華回應稱，歐

元區財政緊張，集團收入增長乏

力，為增加派息，裁員是其中一

個辦法，並指自然流失也是減少

人手的一種，料本港未來的淨員

工人數減少機會微。

■立法會議

員張華峰批

評，商交所

資金短缺卻

獲證監會給

予自願交還

牌照處理，

在過去數十

年來聞所未

聞。

資料圖片

■匯控指歐洲的主要業務地區，包括英國、法國及德國均維持良好營

運表現。 資料圖片

■匯豐集團主席范智廉指該行已做好上海上市準

備 。 張偉民 攝

商交所合約順利平倉

■ 地副主席及香港小輪主席林高演。

黃子慢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