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

訊（實習記者

任麒霖）靄華
押 業 信 貸
（1319）昨開股
東大會，主席
兼執行董事陳
啟豪於會後表
示，公司上半
年業績良好，
按揭宗數明顯
上升。近期政府推辣招，外加金管局收緊銀行按
揭成數，對公司產生了正面的影響。原因是措施
導致樓市周轉期放慢，資金流動受阻，客戶從銀
行借貸不易故而轉向其他借貸方式。

樓按未償貸款顯增

被問及近期美國退市，內地水緊會否影響到公
司業務時，他表示，樓按方式有很多種，靄華主
要經營非銀行客戶，可以彌補物業、銀行的業務
缺口。國際經濟環境改變使相關資金流動不足，
部分高資產凈值客戶大失預算，紛紛轉頭選擇公
司業務，這也推動了公司業務的發展。
樓宇利率方面，陳啟豪稱頭按利率為10%至

16%不等，二按利率為16%至30%不等。公司暫
時沒有計劃調高利率，要視客戶個人實力、物業
質素及按揭成數再定。另外，目前樓按未償還貸
款有明顯增長，大約較當舖業務多一倍。

或尋合作降低風險

對於樓市仍存在不確定因素，他回應指公司要審慎物業
估價，採取保守策略。若按揭風險過大，需要較多資金，
則會考慮尋求其他財務公司以銀團方式合作來降低風險。
現已落實1至2單樓按是與其他財務公司合作進行。他又
稱，金價下跌造成市場波動，公司已收緊商品按揭成數來
應對填補金價帶來的影響，未來按揭成數將更加保守。
另外，陳啟豪又透露目前當舖斷當情況無大變動，維持

在一成。公司正在物色位置準備開新分店，面對租金壓
力，他表示會考慮分租來減小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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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新股掛牌 中國鋁罐漲32%

中行跨境人幣結算
上半年1.6萬億增56%

偉易達：發展重點將轉亞洲

內地經濟數據公布前 獲利盤湧現

港股結束3連升 周漲2%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梁惠珊）匯源果汁

(1886)近日動作頻仍，繼出售上海廠房後，又購入
上游業務。集團主席朱新禮昨表示，公司將根據
市場情況，陸續把資產優化，不排除會再次出售
業務。他又預料，收購後毛利率能按年上升5%，
足夠償清債務，故不考慮賣盤。

購上游業務後 毛利率料升5%

日前集團出售上海業務，朱新禮表示，去年下
半年開始把上海訂單轉到較接近原材料的5間廠
房，以降低生產成本，同時增加現金流，減少虧
損。目前公司產能已足夠應付市場需求，未來3至
5年無重大投資計劃，公司將根據市場情況，陸續
把資產優化，不排除會再次出售業務。

盈利已足夠還債 無融資需要

談及收購上游業務後的負債水平，朱新禮稱，公司現負
債2億美元，分3年攤還。去年上游業務淨利潤為3.5億元人
民幣，料今年會較去年有所增長，認為盈利已足夠償還債
務，暫無融資需要，亦不考慮賣盤。另副總裁王永順補
充，若以去年的盈利水平為基準，公司每股盈利將增逾8
倍，今年毛利率將增逾30%，按年上升5%。
朱氏又指出，下游業務盈利較上游低，是因該業務的市

場投入較大，亦需要過程體現。但他強調，大股東仍然看
好下游業務。
至於內地經濟放緩，朱氏認為中國經濟進入大調整期，

但強調吃喝是人所必需，故對業務沒有太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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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遠威）人民幣國際化帶動跨境結算
量上漲，中行（3988）發表《中國銀行跨境人民幣業務白皮
書》，指該行在今年上半年完成跨境人民幣結算量達1.6萬億
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56%，累計辦理業務量增至
超過6萬億元。工行（1398）早前宣布上半年辦理跨境人民幣
業務量增40%至超過1萬億元。

佔內地貿易額5年內料增至30%

中行調查指，目前跨境人民幣結算佔內地進出口貨物貿易金
額比例逾10%，超過50%受訪客戶預期該比率將在未來5年增
加至20%至30%。副行長陳四清表示，該行在境內完成跨境人
民結算量逾7,800億元，境內市場份額維持約30%。在人民幣國
際化進程下，境內外客戶持積極預期，對人民幣的接受程度有
所上升。境內客戶視規避匯率風險為首要優勢，佔受訪客戶當
中的70%，而境外客戶則較重視人民幣幣值能否保持穩定。

金管局收80宗銀行投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遠威）金管局昨公布6月底外匯基

金分析帳目，外匯基金的境外資產按月減少189億元至2.5133
萬億元。貨幣基礎為1.2376萬億元，包括負債證明書、政府發
行的流通紙幣及硬幣、總結餘，以及已發行外匯基金票據及
債券。另外，該局處理有關銀行投訴個案進度方面，截至6月
底共收到80宗個案及完成311宗個案，995宗個案調查工作仍
在進行。個案包括銀行產品或服務的客戶投訴，以及由金管
局的銀行監管部門或其他監管機構轉介的個案。

長建1億售駐馬店路段權益
香港文匯報訊 長江基建（1038）簽訂一項權益轉讓協議，

將集團持有之107國道駐馬店路段66%權益悉數轉讓予項目的
中方合作夥伴駐馬店市公路工程開發公司。是項交易作價人民
幣8,637萬元(約1.09億港元)，預期於今年底前完成。是次出售
可為長江基建帶來一次性收益。長江基建集團董事總經理甘慶
林表示，多年來項目的經營表現理想，回報率達雙位數字。

眾安半年合同銷售額增1.5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嘉銘）眾安房產(0672)宣佈，今年上

半年實現合同銷售金額約13.3億元(人民幣，下同)，按年增長
約153%；合同銷售面積約12.83萬平方米，按年增長約148%；
合同銷售均價約每平方米10,352元。此外，累計認購銷售金額
約為3.1億元。集團管理層表示，來自大杭州、浙江（除杭州）
及安徽三大區域的合同銷售金額佔比分別約為40%、36%及
24%，而合同銷售面積佔比分別約為38%、15%及47%。

林麥全年賺4130萬增89%
香港文匯報訊 林麥集團（0915）昨公布截至4月30日止的

全年業績，錄得稅後溢利約4,130萬元，按年增長89.3%。倘不
包括印度退稅，集團溢利約3,510萬元，按年增長60.7%。每股
基本盈利6.2仙，派末期股每股1.2仙。連同已付中期股息每股
1.6仙，全年共派息每股2.8仙。

中駿置業盈喜惟股價跌
香港文匯報訊 中駿置業(1966)昨發正面盈利預告，預期截

至6月30日止6個月的收入及經營利潤，按年錄得顯著增長。
這是由於期內交付的竣工物業大幅增加所致。中駿置業昨收
報1.85元，跌0.54%。

減持新華保險 蘇黎世套22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楚茵）蘇黎世保

險昨公佈，以私募形式出售所持有的新華保
險（1336）9,750萬股H股予少部分機構投資
者，佔新華保險已發行股本的3.1%。所售股
份每股定價為22.5元（約2.90美元），配售價
較新華保險前日收市價24.05元，折讓6.4%。

持股將降至9.4%

蘇黎世保險表示，銷售預計於7月16日完
成，交易完成後，蘇黎世可實現的總發售收

益將會為21.94億元。蘇黎世保險將繼續持有
新華保險2.925億股H股，佔新華保險已發行
股本的9.4%。該公司亞太、中東及非洲地區
主席呂迪安指，是次出售反映蘇黎世致力治
理其持有單一公司大量股份的財務風險。出
售所得資金，將用於亞洲市場其他投資機
會，保證蘇黎世於亞洲市場地位並使投資組
合多元化。受蘇黎世減持影響，新華保險股
價昨曾低見22.4元，收報22.5元，挫1.55元或
6.44%，成交額達23.6億元。

中國證監會在股市收市後公佈將RQFII（人民幣
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試點由香港擴大至新加

坡、倫敦等地以及將QFII（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
額度增加至1,500億美元，料對股市有利。

水泥建材鐵路基建股炒上

港股昨日承接美股造好輕微高開84點至21,522點，
開市位亦是昨日的高位，後在A股開市下跌的打擊
下，一度下滑至全日的低位21,242點，下跌195點。
國企指數收市報9,433點，下跌117點或1.23%。即月
期指收報21,209點，跌203點，低水68點，成交60,106
張。昨日主板成交額達572億元，較前日的732億元
大幅縮減，而且其中還包括蘇黎世保險沽售新華保
險（1336）股份約22億元的成交上板。
昨日，水泥、建材股繼續被炒上，鐵路基建股亦

有炒作，安徽海螺（0914）和中國建材（3323）收
市分別升1.57%及1.92%；中鐵（0390）和中鐵建
（1186）分別上升8.75%和9.81%。

凱基證券亞洲營運總裁鄺民彬昨日表示，港股從6
月25日的低位19,426點反彈至今已上升逾2,000點，
部分投資者選擇套現獲利，令港股上升受阻。不
過，目前市場情況已略為回穩，避險情緒降溫，但
市場仍未有明確方向，料短期股市仍處上落市格
局，波動性較大。

短期波動仍大 維持上落市

鄺民彬續稱，從技術上來看，短期港股的阻力位
為250天移動平均線21,600點附近，若能夠突破，那
麼將上望22,000點。至於港股下跌的支持，鄺民彬表
示，料短期港股跌穿上次低位19,426點的機會不大，
在20,500點見初步支持。

RQFII擴試點間接利好港股

對於中證監昨日公佈將RQFII試點由香港擴大至新
加坡、倫敦等地以及將QFII的額度增加至1,500億美
元，鄺民彬表示，有關舉措對內地股市有利，也有
利於港股。不過，他認為目前市場正觀望下周一內
地公佈的第二季度經濟數據，若數據差的話，股市
有可能下挫，但也有可能壞消息當好消息炒，將此
解讀為中央會推出刺激經濟措施。
鄺民彬指出，目前內地經濟放緩，產能過剩，為

銀行帶來風險，總理李克強繼續進行經濟結構調整
的決心不會改變，但相信他會在結構調整與經濟增
長之間尋找一個平衡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卓建安）隨 三大

經濟體齊放利好消息刺激大市，加上好友反

攻，港股昨高開84點，但其後在獲利盤湧現

下即掉頭，連升三日後終現回吐，午後在內

地A股下跌拖累下最多跌近200點，收市跌

160點至21,277點，跌幅為0.75%，成交則

大幅縮減至500多億元。 指一周累升422點

或約2%，而國指則一周累升2.4%。市場觀

望下周一中國公布第二季度經濟數據，屆時

市場將如何演繹料左右股市走向。分析指，

港股從6月25日的低位已上升逾2,000點，部

分投資者先行獲利離場將左右後市走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璇）偉易達(0303)主席黃
子欣昨日在股東大會後表示，公司4至6月份銷售情
況符合預期。目前偉易達有50%銷售來自美國市
場，不過美國市場復甦速度緩慢，歐洲方面則相對

經濟不明朗，未來將重點發展亞洲市場。雖然現時
該區銷售額佔比僅為低單位數，預期日後逐步增
長。

美仍為亮點 退市將影響正面

不過，黃子欣指內地經濟放緩對公司影響不大，
因為目前內地業務在公司佔比較小。歐洲市場則佔
公司銷售40%，儘管美國市場復甦相對緩慢，但美
國市場仍是公司今年的亮點，並指即使年內美國退
市，對公司的銷售亦會正面，因為退市肯定了美國
經濟增長，但退市或令未來利率上揚，或會影響公
司的固定資產投資。

內地成本穩 毛利率可維持32%

內地近年成本壓力上升，集團現時積極提升生產
效率及自動化，減少聘用人手，希望以此抵消工資
增幅。他又透露，今年原材料成本稍跌，加上內地
招聘情況及人手流失率改善，有助成本穩定，他預

期公司今年毛利率可維持去年32%水平。同時，黃
子欣對全年銷售及盈利增長均樂觀，而北美市場次
季訂單亦符預期，下半年情況則要待新產品上市後
才可定論。

對全年銷售及盈利增長樂觀

執行董事梁漢光表示，今年度集團代工業務增
長，相信會高於市場水平，近年增長率約高單位數
字，上季度代工業務按季改善，相信全年情況亦會
按年改善，因集團集中於非消費產品代工，市場增
長較快。產品方面，黃子欣指旗下電訊產品今年會
因其擴大市場，加上再發展其他非固網電話產品，
故有助該業務增長，他預期歐美電子教學產品今年
業績表現會增長。
至於派息，黃子欣指過去數年派息比率超過

90%，未來數年派息政策不變；若現金充裕會提升
比率。此外，集團今年3月底持淨現金3.3億美元，財
政穩定。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梁惠珊、任麒

霖）昨有2隻新股掛牌，但表現迥異。中國
鋁罐(6898)收市報1.32元，較招股價高32%，
當代置業（1107）最低見1.28元，幸收市力
報不失，報1.49元，相當於招股價。

每手帳面賺640元

中國鋁罐開市報1.09元，較招股價升9%，
其後發力，尾段高見1.4元，收市報1.32元，
較招股價高32%，成交2,021萬股，涉資2,332
萬元。投資者若手持一手2,000股，以收市價
及不計及交易費用，每手帳面賺640元。

該公司主席兼總經理連運
增昨指出，由於內地未來主
要靠提升內需去推動經濟增
長，認為中央會有政策出
台，相信內地市場會愈來愈
好。又指公司主要受惠於國
內增長，故出口欠佳對其影
響不大。面對內地工資成本
不斷上升，他表示因公司採
用全自動生產，附加值較
高，工資佔成本比例不高。

業務方面，他表示現較 力於中外市場，亦
會發展內地鋁質飲料市場。

當代置業力保不失

另一同日掛牌新股當代置業，全日力保不
失，報1.49元，與招股價同。全日成交3,169
萬股，涉4,498萬元。主席張雷表示，股價波
動屬正常現象，近期土地市場活躍，表明市
場對房地產業充滿信心。他續稱，企業目前
已經完成標準化產品線，戰略方案清晰。而
公司今明兩年將繼續購地計劃，主要集中在
內地五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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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路基建水泥股昨造好
股號 名稱 昨收(元) 變幅(%)
1186 中國鐵建 6.94 +9.81 

0390 中國中鐵 3.73 +8.75

1829 中國機械工程 4.28 +7.00

0743 亞洲水泥 3.65 +6.41 

1893 中材股份 1.54 +6.21 

2128 中國聯塑 3.96 +4.49

0691 山水水泥 3.60 +2.56
■港股連升三日後終現回吐，昨收跌160點，主板

成交減至572億元。大市周升422點或2%。 中新社

■(左起)匯源果汁副總裁周江衛，主席朱新禮，獨

立執行董事梁民傑，副總裁王永順。 梁惠珊 攝

■ 黃 子 欣

稱 ， 未 來

數 年 派 息

政 策 不

變。

張偉民 攝

■中國鋁罐

主席兼總經

理 連 運 增

(左)及當代

置業董事長

張雷出席上

市儀式。

張偉民 攝

■陳啟豪(左)稱，公司上半年

業績良好，按揭宗數明顯上

升。 任麒霖 攝


